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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之前，潜在投资者必须阅读以下免责声明。以下免责声明适用于本白皮书，包括本白皮书的内容及所
有附录(以下简称“白皮书”)。本白皮书是由 Picchu Rio Gold, Inc.(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写的，内容与该公司
发行的信息备忘录(以下简称“信息备忘录”)中详细描述的证券令牌(以下简称“令牌”)的预期发行有关。除了法
律条款和条件包含在本节1标题“免责声明”,该白皮书具有法律不具约束力的全部和潜在投资者不能依赖于任
何信息包含在此,但应该指的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和任何额外的订阅文档的信息。潜在投资者在访
问、阅读或使用本白皮书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免责声明。在不影响上述条款的情况下，在查阅本白皮书时，
潜在投资者同意受本免责声明中包含的下列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包括每次潜在投资者因查阅本公司的任何信
息而不时对这些条款和条件的任何修改。

潜在投资者陈述的确认：为了有资格查看本白皮书或就代币作出投资决定，投资者不得是美国居民或美国居
民（定义见《证券法》（定义见下文）S条例）。本白皮书以实物和电子形式亲自发送给潜在投资者，通过接
受电子邮件并访问本白皮书，潜在投资者应被视为已向本公司代表
（1）该等潜在投资者不是美国或美国（“美国”）居民，也不是经修订的《1933年美国证券法》（“证券法”）
S条例中定义的美国人，也不是代表美国人行事的潜在投资者，本电子邮件发送至的电子邮件地址不在美国境
内，且在潜在投资者购买本白皮书所述代币的范围内，潜在投资者将根据
证券法下的S条例，以及

（2）潜在投资者同意交付
白皮书及其任何以电子传输方式作出的修订或补充。

本白皮书已以电子形式提供给潜在投资者。潜在投资者提醒通过此媒介传输的文件或信息在
传输过程，因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如有）（“子公司”）或控制或与本公司或子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共同控
制的任何人各董事、高级职员、雇员、代表或附属公司承担任何责任或责任
向潜在投资者分发的白皮书之间的任何差异电子格式和硬拷贝版本。

本白皮书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在美国、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出售证券的要约管辖权，如果这样做是非法的。
代币没有也不会在美国证券及期货法第289章（“SEC”）或证券法或证券法美国任何州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
律，不得在美国境内发售、出售或交付或为美国居民或美国人（定义见在证券法的S条例中），除非根据豁免
或在交易中证券或国家证券登记法的适用要求。

免责声明-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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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律允许的司法管辖区内的合格投资者外，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白皮书构成由公司或代表公司认购或购买
的要约或邀请其中所述的任何代币，且访问受到限制，因此不应在美国构成，美国或其他地方的一般性招标
或一般性广告（如条例D中使用的术语或直接销售（定义见《证券法》S条例）。

本白皮书或与本文所述代币发行相关的任何材料不构成，而在任何有要约或邀请的地方，不得与要约或要约
有关法律不允许的。如果司法管辖区要求发行由持牌经纪人或交易商进行，并且证券交易商或其附属公司在
任何司法管辖区内被视为由经销商或代表公司在该司法管辖区内的关联公司作出。这个白皮书只能在下列情
况下发给联合王国境内的人员：《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第21（1）条不适用。

.
我们提醒潜在投资者，他们在查阅本白皮书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法律，可合法交付本白皮书的人他们所在的司
法管辖区，他们可能也没有被授权提交本白皮书，以电子或其他方式发送给任何其他人。如果潜在投资者已
经获得了白皮书违反上述限制，他们将无法购买任何代币
此处描述。

本白皮书包括与本公司和子公司有关的所有信息，均为机密文件，仅供收到或发送本白皮书的人员使用。潜
在投资者未经授权，他们不得以电子或其他方式将本白皮书转发或交付给任何其他人，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复
制该白皮书。任何转发、分发或复制本白皮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均未经授权。不遵守本指令可能导致违反
SEC、证券法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适用法律。

潜在投资者有责任防范病毒和其他破坏性物品。如果潜在投资者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本白皮书，其使用本电子
邮件的风险由其自行承担，他们有责任采取预防措施，确保白皮书不受病毒和其他具有破坏性的项目的影响。

本白皮书不向公众批准，仅适用于一般被划分为“合格”、“专业”、“合格”或“机构”投资者的接收者。本白皮
书的设计不适用于任何司法管辖区或地方，因为白皮书的发布或可用性将违反当地法律或法规。如果潜在投
资者可以访问白皮书，他们有责任了解并遵守任何相关司法管辖区的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建议投资者在执
行本白皮书之前首先获得适当的法律、税务、投资或其他专业建议。

没有人获授权发出任何广告或提供任何资料，或作出任何与任何代币的发售、认购或出售有关的陈述，但不
包括本白皮书以及（如果发布、提供或制作）此类广告、信息或陈述不得被视为已获得公司授权。无论是流
通还是运送白皮书或代币的发行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产生任何暗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本公司或子公司的
财务状况或事务无任何变化。

免责声明-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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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本白皮书的分发和代币的发售可能会受到某些限制司法管辖区。本白皮书中包含的信息仅用于一
般指导，它是持有本白皮书并希望购买代币给了解并遵守任何相关司法管辖区的所有适用法律法规。代币的
潜在申请人应告知自己在其公民身份、居住地或居住地所在国也适用的法律要求以及任何适用的外汇管制条
例和适用的税收。本白皮书不构成对任何司法管辖区内未经授权的任何人或向其提供此类要约或邀请将是非
法的任何人的要约或邀请。

如果潜在投资者对本白皮书的内容有疑问，应咨询其律师/律师、会计师或财务顾问。本白皮书的内容不应视
为投资或税务方面的法律意见。潜在投资者必须依赖他们自己的独立顾问来处理与公司、子公司、其各自关
联公司、代币和投资相关的法律、税务和相关事宜。

代币投资将涉及某些风险和特殊考虑。投资者应该能够并愿意承受全部或大量投资的损失。本协议所述代币
投资受波动和所有投资固有风险的影响，无法保证投资将保持其价值或增值。代币的价格和任何来自代币的
收入既可以下跌，也可以上涨，投资者可能无法实现其初始投资的价值。

本协议所述代币仅适用于合格、专业、合格或机构投资者，对其而言，此类投资并不构成完整的投资计划他
们完全理解并拥有承担风险所需的财政资源。本公司保留在接受本次发售前随时撤回或修改本次发售的权利
向投资者购买安全代币。

在作出投资决定时，潜在投资者必须依赖于他们自己对公司、子公司和发行条款的评估，以及他们自己的代
表，包括他们自己的法律顾问和会计师在法律方面的建议，与公司和/或子公司有关的税务和相关事项，以及
通过购买代币进行的投资，包括所涉及的优点和风险。这些代币未经任何联邦或州证券委员会或监管机构推
荐或认可。此外，上述当局尚未确认本白皮书的准确性或充分性。
代币是非流动性的，因为它们是未上市和不易变现的证券。潜在投资者赎回代币投资的能力可能会严重受损。

本公司不受任何监管机构的任何投资指引的约束，该等指引对限制风险施加审慎要求。无法保证代币的投资
目标能够实现。

免责声明-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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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白皮书包括一些语句，这些语句或短语包括：“将”、“目标”、“将结果”、“可能”、“可能”、“相信”、“提
议”、“预期”、“将继续”、“预期”、“估计”、“打算”、“计划”、“考虑”、“寻求”、“未来”、“目标”、“目标”，
“应该”、“计划”、“将追求”以及类似的表达方式或此类表达方式的变体，即“前瞻性陈述”。本白皮书中包含
的任何预测或前瞻性陈述或意见构成本公司基于被认为可靠的来源作出的估计，但不保证该信息的准确性，
潜在投资者也不应考虑所有信息。就其性质而言，某些前瞻性陈述仅为估计，可能与未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存
在重大差异。因此，实际的未来损益可能与已估计的损益存在重大差异。

美国投资者须知：本白皮书及与代币发售或出售有关的任何其他材料均不是《美国金融管理局》定义的招股说
明书。代币权益不得直接或间接在美国向公众进行营销、发售或出售，本白皮书或本白皮书中包含的与本公
司权益相关的任何发售材料或信息，可向美国公众提供，或用于向美国公众认购或出售公司代币或权益的要
约.

免责声明-重要通知



Picchu Rio Gold 2（PRG2）是一个尖端的加密货币项目，提供其STO（安全令牌产品）投资者有一个独特的机会通过
支持数字代币来投资加密和现实世界的资产（Picchu里约热内卢黄金2代币）具有预先确定数量的已探明的地面物理和
黄金和黄金冲积矿。

•在项目发售的每个阶段（STO后阶段除外），最初分配给每个代币的黄金量保持不变，等于生产的黄金量克。在秘鲁
启动黄金开采作业（这是本STO项目的目的）后，开采的黄金开始在代币持有人之间分配，其价值高于或超过其初始
收购价格。
•然而，投资者最感兴趣的选择是所购代币的黄金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在项目的早期阶段购买的这些代币不仅限于其负
债，而且还允许其持有人根据开采的黄金的分布情况，在未来的每一年，每一代币的黄金市场价格都会上涨。这样的
建议可以让投资者选择最理想、最合适的策略：
•无限期地（直到生产出1亿克黄金）通过季度黄金分配继续累积分配给每个代币的黄金数量；
•证券代币是股票、债券和期权等传统证券的数字表示。

安全令牌的好处
–实现资本形成的民主化
–提高传统非流动资产的流动性
–即时结算（不通过结算失败操纵市场）
–使用具有监管意识的代币降低摩擦成本
–允许更多可定制的证券
–为监管机构提供更多透明度

Picchu Rio Gold 2（PRG2）项目利用基于区块链的比特币智能合约技术，为投资基金提供最大程度的安全性和透明度，
同时跟上最新的全球STO立法发展。因此，所有的投资都不是投资于公司，而是投资于位于美国的控股公司，在那里，
STO项目可以很容易地由负责STO项目财务监控的组织FINMA进行正式审计。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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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代币的主要优势
•PRG2是第一批结合区块链的贵金属开采项目之一，黄金的技术和实际生产具有宝贵的透明度和公
平分配利润授权书；
•专业、平衡、专注的IT和数字专业团队安全专家、法律顾问、金矿地质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高
级加工和精炼公司的合同和合资企业；
•项目的法律框架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
•与一些主要的营销机构达成协议，以协助营销和通过其现有的活跃投资者基础来推广STO。
•采矿作业地点在库斯科省-秘鲁政府创建并不断创建一套可行的法律、法规和倡议，这些有助于保
护矿山投资，从而使投资者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
•金属矿产特许权由矿业部通过其DREM专业获得（秘鲁监管机构）成本最低。
•勘探和采矿租约授予勘探权，然后进行商业开采无限期的资源；
•佩尔乌政府要求在该行动的利润分享中拥有最低限度的股份平等对待本地、外国和国际投资者；
•经认证的秘鲁公司有权直接出口其金属或硬质合金份额境外货币；
•为勘探开采而存在的所有协议Perú政府和矿业公司之间的矿产，没有（0%）是
前9年因无效原因被复审、收回、变更或注销的；
•该项目在勘探模式下，通过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估（DIA），包括2010年获得的采矿计划。
•该项目得到社区和地方政府的批准和支持。
PRG2项目法律框架
PRG 2项目法律框架旨在确保投资安全，并提供STO和项目实现的完全透明度：
•由 Picchu Rio Gold, Inc.-是一家美国法人实体，注册有从事加密货币活动的许可证，并在当地银
行开立账户，方便加密货币交易。在STO和代币销售期间，该法人实体将是加密货币的主要存管实
体，收到的法定货币随后将向秘鲁矿业公司转移必要的资金，用于购买设备，并为Perú（PRG2项
目）开展采矿活动相关的所有费用提供资金。
•Avimetal Inc.—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法人实体。这家公司将作为主要的炼油厂和贸易公司。该公
司将不会用于为STO筹集资金。该公司将是秘鲁ESM加工厂向海外炼油厂转运的电解制粉提炼出的
黄金的保管人。

•Environmental Systems Management S.A.C.—该公司将代表秘鲁矿业公司持有处理预采含金矿
石的权利。公司将通过经营航空金属加工厂的设备和系统，开展从含金矿石中提取黄金的主要经营
性加工活动。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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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矿业公司计划在2021年第一季度从 Picchu Rio Gold, Inc 筹集1000万至1500万美元的融资。
STO计划如下：
–以太币区块链发行了10亿枚代币，没有额外发行的可能性；
–STO的最低期望金额为1000万美元，目标金额为1亿美元。投资者可使用主要加密货币BTC或法
定货币（电汇）购买代币；
–代币将通过以太坊智能合约出售，以确保所有应收账款和投资者股份的完全透明和正确记录；

STO计划
STO完成后，采矿公司将使用所有累积的运营资金进行挖掘作业，并在合资企业中为加工公司的工
厂设备提供后续融资，合资公司将收购专有的Avimetal系统，以便在Perú的Cusco部门的加工厂
设施内运行；

作为承诺合伙人，公司将从公司项目中获得收入，并有权选择将净收入的一半用于从市场回购代币
或将其兑换成银行黄金券。

–该项目确保公司将从市场购买PRG代币。将使用以下代币价格确定系统：
–代币将始终与黄金市场价格挂钩，基本比率为-1代币=1克黄金市场价格（即2020年11月1代币=65
美元）。

PRG 2私人有限公司将于每月公布财务业绩及黄金产量的百分比；

一旦生产结果达到（即10%），代币对黄金的价值将确定如下：1个PRG代币=黄金价格的10%（即
1个代币=5.2美元）。在获得50%的开采成果后的第二年，1个PRG代币的价值预计为黄金的50%
（即1个代币=27美元）；实际上，PRG2代币的现金价值也应每年增加，因为每次回购后PRG代币
的产量都会增加；

根据计划，在采矿的第一年结束时，矿业公司将提供在世界选定地点将代币兑换成银行黄金证书的
选择权。矿业公司从市场购回或兑换成银行金券的所有PRG2代币将被销毁。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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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metal Inc., & Coronet 
Metals - 美国

Picchu Rio Gold S.A
- 秘鲁
粉碎，研磨和
干静电
浓度，

信托银行
Avdome Holding - 韩国

Picchu Rio Gold, 
Inc.,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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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hu Rio Gold2（PRG2）是一个尖端的加密货币项目，它为STO投资专业人士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通
过预先定义的实物黄金（STO）支持数字代币（Picchu Rio Gold2（PRG2））。在项目实现的每个阶段（
STO后阶段除外），最初分配给每个代币的黄金量是恒定的，等于1克。然而，代币价格在项目到期前3年的
每个阶段都有所不同，从1美元到65美元不等。一旦秘鲁启动了金矿开采作业（这是STO项目的最终目的），
开采的黄金开始在代币之间分配，直到1000万克黄金的初始义务得到满足。在这个“盈亏平衡点”之后，开采
的黄金继续分布，让投资者选择最理想和最合适的策略：

–通过季度黄金分配，无限期地继续累积分配给每个代币的黄金数量；

–将代币兑换成黄金，可由Picchu Rio gold（PRG）或投资者自己出售，或以金条形式传递给投资者。
–将上述两种策略结合起来。

–利用以太坊智能合约的区块链技术，PRG团队设计了一个项目框架，该框架提供了投资资金的最大安全性和
透明度，同时跟上了最新的全球STO立法发展。

智能合约
以Solidity编写，通过与以太生态系统兼容的以太坊平台编写，并部署在PRG2.com上
- https://prg2.com/prg2.ops/smart-contract

总STO计划
总供应量——1000000000 PRG2代币
第一阶段最大供应量：3亿PRG2代币
循环供应：150000000 PRG2代币
储备供应：100000000 PRG2代币
第2和第3阶段最大余额供应：70000000个PRG2代币

PRG私人有限公司是一家金融公司，计划在2021年9月底之前从1000万美元筹集到1亿美元。STO计划如下：
–以太币区块链发行了10亿枚代币，没有额外发行的可能性；
–STO的最低期望金额为1000万美元，目标金额为1亿美元。投资者可使用主要加密货币（BTC）或法定货币
（借记卡或电汇）购买代币；

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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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将通过以太坊智能合约出售，以确保所有应收账款和投资者股份的完全透明和正确记录；
代币将通过以太坊智能合约出售，以确保所有应收账款和投资者股份的完全透明和正确记录；
–投资者将能够通过投资者后台跟踪和监控购买情况。

项目优势；
•PRG2是贵金属矿业领域最早兴起的项目之一，它将区块链技术和真实生产部门结合起来，具有高透明度和
公平的利润分配；
•由IT和数字安全专家、法律顾问、金矿工程师和营销专家组成的专业、平衡和敬业的专业团队；
•法律框架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的安全性；
•与多家主要营销机构达成协议，通过现有的活跃投资者群协助销售和推广STO。

结论
•投资PRG2项目是将加密货币转换为具有短期和长期价值的以黄金形式存在的有形资产的最佳机会之一！

•对PRG2项目的投资提供了一个新时代利润丰厚的投资可能性，使我们的投资者能够在物理和加密领域同时
增加投资！
•在加密领域，一旦启动和项目融资，代币的价值将持续增长！
•随着PRG2代币在黄金中的比重稳步增长，其价值将不断增加！

代币回购计划
•该项目确保公司将从黄金开采运营的第二年起从市场购买PRG2代币。将使用以下代币价格确定系统：
•代币将始终与黄金的市场价格挂钩，基本比率为1个代币=1克黄金（即1个代币=52美元）；
•公司将公布财务业绩，并分别改变生产业绩的百分比；
•是否实现预算结果；黄金价值将确定如下：1个PRG2代币=1克黄金（即1个代币=1美元）。开采第一年后，
1枚PRG2代币的重量预计为350万克产量的百分比。i、 e.1代币=5.2美元（52乘以10%）；
•实际上，由于黄金产量的增加，PRG代币价值也将逐年增加，每次回购后，金价的价格上涨和产量的增加；
•计划在采矿第一年结束时，公司将提供选择权，将代币兑换为世界上选定地点的银行黄金证书。
•公司从市场购回或兑换成银行金券的所有PRG代币将被烧毁。

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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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 代币结构

30% 25%25%10%

PRG 2发行1000.000.000代币，无需额外发行。
•向公众发放代币-总计1000000000
•预留资金——总计250000000
•创始人——总计300000000
•悬赏活动和社区支持-总计250000,00
•顾问——总计100000000

分发 预留资金 创始人 创始人

10%
顾问



2M 100M2M 3M 95M

STO 售前 200万
完成

PRE STO
2020

2 百万销售

STO ! –
1.1~1.31.2021 

3 百万销售

STO 2
2.1~2.28, 2021 

95 百万销售

STO 3
4.1~6.30.2021

TBD – 100 百万销售

STO4
TBD

STO 代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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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口超过2900万。秘鲁经济的支柱是农业。矿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不超过40%。目前，秘鲁开采的唯一资源，是黄金、铬矿石、石膏、食盐和建材为主的水泥原料。秘
鲁幅员辽阔，地质多样，跨越七国边界，蕴藏着巨大的矿产潜力有待评估和开发。地质研究表明秘鲁
矿产资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特别是黄金，大多数矿床的地质和构造都非常有利于勘探和矿产开采。
然而，秘鲁大片地区需要大量资源和投资，而该国目前缺乏这些资源和投资，以便发展和改善适合矿
产勘探的基础设施。因此，秘鲁政府目前正在采取许多措施，鼓励投资贵金属（黄金和其他）开采，
特别是在北部、东北部和库斯科和马德雷迪奥斯地区，使采矿业的发展成为秘鲁能源和矿业部的优先
任务。

1/2/2021

概述-秘鲁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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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侵蚀暴露了许多深部、浅海底金矿脉和含金基底金属矿床。重矿物通过侵蚀从花岗闪长岩和矽卡岩中
分离出来。这些矿脉中的侵蚀金颗粒通常具有较高的纯度，这反映在砂矿床中发现的纯度为0.93–0.96。最
接近的地质对比是加利福尼亚母矿脉带和东澳大利亚金矿带的矿脉和砂矿矿床。重矿物砂也被花岗闪长岩
侵入体和矽卡岩的侵蚀物理分离。砂矿床在金和重矿物砂的品位以及它们所沉积的沉积物类型上异常一
致。小的金颗粒大小（平均200目）和薄片形状使得回收技术至关重要。公司对提交人所示财产的各种评估
结果一致表明，自由金品位为0.5 gm Au/m3，重矿物砂含量为3%。这些结果证实了1990年、2002年和
2010年报告的指示资源品位，2011年的新研究使用“清洁黄金”加工垫嵌入水闸系统，结果达到每吨3.5盎
司。2012年，Picchu Gold SA收购了更名为PRG2的特许经营权，并开始了新的研究，从无砾石层黄金分
析开始，以便将来对河流砂坝进行露天开采。据证实，砾石层中的游离金含量较高，2014年，德克萨斯州
休斯顿的Shoreham资源公司估计，砾石层至少含有600000000美元的黄金，可根据2010年DIA许可证通过
露天开采开采开采。对砾石层的钻探计划，将游离黄金、沙子和小砾石反向循环到地表进行处理，钻探回
收率估计为每吨5克至3盎司不等，直到可以添加新技术，能够捕获传统系统使用过程中损失的90%以上的
超微米尺寸的黄金，而埋藏在沉底河沙中的黄金也可以从商业上回收。

矿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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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产集中在一个具有广泛砂金开采历史的地区的河流砂石矿床上。这条河的砾石沉积物是河漫滩上的尖
坝。快速的区域抬升和同时发生的河流下切导致大量废弃的古阶地，其中含有数百万立方米的砾石。该地
产的含金和重矿物砂砂矿形成于与亚马逊河盆地接壤的安第斯山脉东部。

已知最古老的岩石是早古生代至晚古生代的变质沉积物。这些弱变质的泥质岩、板岩、燧石、石灰岩和砂
岩通常富含碳氢化合物。3-5公里厚的组合体沿中地槽走向沉积，向东接受前寒武纪大陆克拉通的沉积物。
在二叠纪和中生代造山运动期间，大型花岗闪长质岩体侵入目前A区（Vilconata）和B区河流（yanitile）流
域的古生代变质碎屑岩中，形成岩基。在不同的第三纪造山阶段抬升。深成岩体的侵入和安第斯-科迪勒拉
的普遍挤压和抬升，导致了休眠沉积物的变形、变质和逆冲断层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侵蚀使沉积盖层
中的深成岩体暴露出来。

在深成岩体和变质沉积物中都有大量含有贵金属（包括铂族）和贱金属的小脉系。此外，作者还观察到斑
岩、矽卡岩和浸染型贵金属矿化类型。在安第斯山脉东侧延伸的变质沉积物中发现的含金石英脉是这些深
海底沉积物中一个大得多的带的典型区域。沉积在河流砾石中的黄金是大型花岗闪长岩岩基及其周围板岩
和矽卡岩带侵蚀的结果。

矿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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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次死亡和关键管理职位的更换中恢复过来，该公司于2016年与Coronet Metals Inc.和Avimetal Inc.成立
了一家合资公司，以寻求从多处河石、砾石和沙子中提取嵌入黄金和贵金属的专有加工和精炼技术。运往
多个国家进行提取测试的原矿在确定可大批量提取用于商业量进一步精炼的关键贵金属方面取得了圆满成
功，最终在第二个季度达到顶峰。2018年，使公司能够使用两种不同的环境安全浸出剂，最大限度地从预
处理的矿石中提取极高数量的产品，并以低成本运输至第三方炼油厂。这些精炼厂将生产纯度不超过999.9
的黄金，每公斤的体积和尺寸符合国际标准（12.5公斤）或客户要求的除颗粒金以外的任何其他尺寸的黄
金。

•PRG2项目专为黄金增长和向投资者交付而设计。该公司披露，除黄金生产外，公司还将生产和促使精炼或
批量销售商业数量的铂、银、钯、钪、锆石-黑钨矿和稀土矿物。

概述结论
STO项目是可行的推进，采矿，加工和精炼成为一个大批量的商业企业。所有风险均已评估，并在限制范
围内可控。

基本采矿计划
经过广泛的研究和测试，采矿和加工的新技术正在被采用。这些技术进步包括采用环境安全的专有浸出和
黄金提取系统，这些系统在实验室和现场测试中产量非常高。在将黄金开采产品运往近海和国内炼油厂之
前，采矿计划已经简化，以便通过加工进行低成本开采。

矿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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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矿和基岩钻探矿山计划
PRG2冲积和崩积层矿床包含多个含金属矿石，贯穿矿区的深度和宽度。此外，它还含有大量的游离金，特
别是在不同深度和基岩上的砾石层中。高品位的黄金嵌入矿石中，并通过微磨和专有浸出和回收工艺的组
合被证明是可提取的。露天矿开采所需的设备是使用挖掘机和20吨卡车，并包括MB破碎机移动破碎和筛分
桶和筛分装置。采矿计划为每周6天，每天两次8小时轮班，每年312天。矿石生产最初按100吨/日的名义
速度计划，相当于每年37000吨，如果在STO收集1500万美元，则在第一年内增加到每天200吨。露天矿和
定向钻至基岩，以将覆盖砾石内的金和金属矿砂循环至地表，将由全职现场地质学家和工程师监督。

政治环境
秘鲁政府和矿业公司享受着对投资者友好的法律，这些法律不断得到批准。秘鲁是一个主要的黄金生产国，
有一套可行的法律、法规和举措来促进新的投资资本机会。

经济环境
政府欢迎金矿开采项目的原因是：这种日益民主的总体经济发展，地方社区的发展从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变

社会环境
6年来，该公司通过秘鲁人和美国人组成的非营利性合作伙伴协会直接支持当地社区；
–有大量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
–采矿和加工公司实行环境安全操作
–技术环境
–秘鲁拥有国际认可的实验室
–该国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地质和培训设施
–公司有权引进外国专家
–公司根据秘鲁法律的要求雇佣当地专业人员
-公司与ESM S.A.C.合资，通过专为该矿石设计的Avimetal专有设备和系统进行加工。

矿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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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权协议的一般条款
特许权协议是根据法律法规制定和签订的。合同包括技术、财务、环境和社会方面。该法确实包含“特许权”
一词；但是，对适用法规的分析允许假设采矿合同应被视为特许权协议。

•签订的特许协议期限最长为30年以上，直到区域的沉积物耗尽。
•本协议包含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基本合作条款，具体如下：

–公司应缴纳的税款；
–在特许经营过程中转让给国家的股份（利息），即国家有权获得的区域业务勘探收入的一部分（通常，该
份额仅限于国家在公司资本章中拥有的股份）；
–环境保护措施（公司根据特许权制定了勘探开采的环境保护计划，并在2010年获得Cusco部门“DREM”环
境部门的批准，并颁发了DIA认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i、 e.公司承诺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项目（学校、
水、食品等）的开发，持续6年。
–税收

•1-5%版税；

•15-21%的社会税

•15%的企业所得税；

矿业概述

Mining General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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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金矿山作业
预计的资本投资额将在STO期间募集1000万至1250万美元。该项目的总综合运营成本估计为每吨开采、加工
和提炼成金条的矿石约500-1000美元，导致每吨金矿的产量在1~9盎司以上。

确保采矿业的安全对秘鲁经济至关重要，秘鲁的经济旨在进一步发展矿产开采业。因此，政府启动了国家环境
保护计划，并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矿业安全部门，以保护矿业公司的运营。预先规划，包括为避免矿工接触有毒
化学品而采取的安全措施，通过与一家环境安全公司和加工厂技术的合资企业，将含金矿石的开采与矿石的加
工分开，将最终产品作为“绿色黄金”提供贷款，在世界矿业界广受欢迎以及环境社区。

秘鲁公司Environmental Systems Management S.A.C.根据矿产部和库斯科-德雷姆部的规定拥有加工权，是
一家将黄金从矿石中提取到可提炼介质中的组织。公司按照国家勘探标准，按照特许经营权、与矿业公司签订
的加工协议，接受了符合国家勘探标准的含金冲积、崩积层矿石，并允许公司出口精炼，将通过空运直接送到
Coronet炼油厂，使用当地货运代理。

秘鲁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口超过2900万。秘鲁经济的支柱是采矿业。矿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超过
40%。目前，秘鲁开采的资源，有金、铜、银、铬矿、铂矿、石膏、盐和建材为主的水泥原料。

秘鲁幅员辽阔，地质多样，跨越3个国家的边界，矿产潜力巨大，有待评估和充分开发。地质研究和正在进行的
生产表明，秘鲁的大型矿产资源，特别是黄金，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大多数矿床的地质和品位对勘探和矿物
开采极为有利。
PRG S.A.公司打算经营一个丰富的冲积金矿床，其表面含有矿化，空间分布方式理想地适合露天开采方法，以
及开采基岩砾石的专有方法。金品位分布和初步选矿试验结果表明，该矿床的矿石也可以采用常规但适当的堆
浸法和含搅拌浸出法（Avimetal），使用RXIL（Regent X-In-Leach-an-environmental-Safety process）
进行处理。

露天矿开采所需的设备是使用30吨挖掘机和卡车，包括MB破碎机移动破碎和筛分桶和筛分装置。采矿计划为
每周6天，每天两次8小时轮班，每年312天。
矿石产量最初计划为100吨/日，相当于每年30000吨以上，如果在STO收集1000万美元，第一年将增加到1000
吨/天。如报告所述，该项目在第二年的开采阶段具有可扩展性，因此可以按比例增加矿石产量，以开采计算的
2400万立方米（6000万吨）储量。

矿业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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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G2项目公司结构
•Picchu Rio Gold, Inc.–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法人实体，拥有从事加密货币活动的许可证，并在当地一家银行
开设了一个账户，该银行有利于加密货币交易。该法人实体将在STO和代币销售期间收集加密货币，收到的
法定货币将融资给秘鲁公司，用于设备采购和商业活动。资金转移形式将在未来阶段确定。

•Picchu Rio Gold S.A.——一家在秘鲁（利马）注册的法人实体。该公司将作为秘鲁的矿石开采公司，接受美
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该公司将不会用于为STO筹集资金。该公司将是Picchu Rio gold 2（PRG2）项目加
工公司开采的黄金的保管人

•Environmental Systems Management S.A.C.（ESM）——加工公司，将拥有从秘鲁开采的矿石中提取黄金
的权利，并接受美国公司的外国直接投资资金。公司主要从事黄金和金矿的开采或选矿业务。

这些公司还制定了一项保护和保存环境的措施计划，其重点是以下几点：保护工人健康以及人口、动植物；
对采矿和加工活动产生的所有废物进行负责任的控制；以及减少排放，特别是粉尘通过项目。

秘鲁对其采矿业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它有着巨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潜力，因为它创造了采矿和制造设备的
途径来支持该行业。近年来，在美国取消制裁和秘鲁北部冲突解决后，这一趋势已趋于成熟。黄金开采业的
投资含有一定的风险，但都是有利可图的活动，这一事实得到了国际公司在这一相关市场的存在所证实。

砂金矿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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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项目注册

国家公司注册处是负责秘鲁公司注册的部门。《公司法》将可能的法律形式界定为：私人合伙企业、私人
有限责任公司（两人以上）、公共有限公司（七人以上）、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与颁发许可证有关的福利，协助管理局获得土地资源（与有关当局合作，为建立国内和外国投资而分配土
地，延长金属矿产特许权的期限，投资者有权将利润汇回国内（前提是投资者应在开始营业前在美国银行
开立投资账户），免除某些进口物品的关税；在进出口商登记处登记（这一点很重要）关于以下事实：根
据《进出口商登记法》，任何人不得从事进出口业务，除非在进出口商登记处登记并取得登记证书；项目
资产不受国有化、没收或挪用的影响全部或部分，但与公平和即时赔偿有关的公共利益除外。项目资产不
受提取、限制、拨款或冻结的限制，但法院命令或主管起诉令除外。在项目未完成或经当局批准清算的情
况下，在遵守所有法律义务的情况下，重新转移投资资本；在项目全部或部分失败的情况下，再出口、销
售进口到项目账户的设备、货物、设备、运输车辆或其他辅助资金，在履行所有法定义务时；以进口货币
和在付款日可用的利润和支出的转移；以及项目执行所需的原材料进口。

投资者有义务在一年内按照批准的文件建造必要的设施来提交项目（与管理局达成的协议可延长规定的期
限）；按照批准的目标和计划充分开发分配的土地；在特许协议有效期内，就项目进展情况向办事处和相
关部门提交季度和年度报告；保存关于免税资产和进口材料的适当会计信息；并在工程终止时通知管理局，
并在3（三）个月内完成。

砂金矿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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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ng Permit Approval

Buy back Program STO Stage 3 STO stage 1 and 2 launch Completion of Pre STO USA STO company

Processing Plant Setup

Mining Permit Application

2nd Electrostatic System Pre STO Launch

2018.3月申请矿业许
可证

2018.6月
许可证通
过

2018年4套静电分离设备
安装完成，有Avimetal 
USA公司研发的

2019年第二阶段的静
电分离设备安装

2020年STO前阶段智
能合同设立，网站成
立，白皮书完成

2021年PRG公司从
2022年7月1号开始以
公平的价格买回代币，
以控制代币在市场上

的价值

2021年STO销售进
入第三阶段，从4
月1号到6月最后一

天

2021年1月1号到31
号STO第一阶段面
世销售，2月1号到
2月28号STO2开始
销售，最高预算是

1000万USD

2020年成功进入STO
前阶段，从2021年1
月份运行STO代币

在美国注册STO 
公司 Picchu Rio 
Gold, Inc

2011年至2015年进行了地质调查。2015年至2016年进行了可行性研究，2017年至2018年成功完成了分析实验

行程记录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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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

项目 费用 注意

采矿成本 $50.00 钻孔, TNT

采矿废物处理成本 $18.00

矿石运输成本 $35.00

加工成本 $370.00 （粉碎、研磨、干燥和静电，富集）

采矿成本 $50.00

G&A 费用 $35.00

每吨总成本 $563.00

采选联合作业成本估算的依据是行业标准成本类似。影响这种性质操作的各种因
素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以及黄金价格。

每吨矿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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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

项目 费用
100吨每天

费用
1000吨每天

注意

采矿设备购买 $2,300,000 $20,300,000

建筑和电气系统 $460,000 $4,600,000

道路工程和现场工程 $270,000 $2,700,000

工程和地质 $370,000 $3,700,000

运行和行政资金 $1,400.000 $14,000.000

工厂设备和用品 $4,300,000 $43,000,000

意外开支 $900,000 $9.000,000

总资本吨 $10,000,000 $100,000,000

.

资本投资预估



27

财务数据

项目 2021 2022 2023

日处理原矿 300 吨 3,000 吨 3,600 吨

日浓缩-静电分离器 100 吨 1,000 吨 1,200 吨

月加工原矿 9,000 吨 90,000 吨 108,000 吨

月浓度-静电分离器 3,000 吨 30,000 吨 36,000 吨

年加工原矿 108,000 吨 1,080,000 吨 1,296,000 吨

年浓缩-静电分离器 36,000 吨 360,000 吨 432,000 吨

预计收入（Au、Pt、Pd 和 Rh）每（浓度) $10,000 $10,000 $10,000

年总收入 $360 百万 $3.6 十亿 $4.32 十亿

金融项目
•第一年，2021年通过1000万美元的资本投资生产
•第2年，2022年-1亿美元资本投资
•第3年，2023年-扩建阶段

3年财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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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会计自动化最大限度地实现设施报告程序的自动化，区块链作为主要数据存储的使用确保了实时
数据访问，从而简化了项目的实时管理。

• •通过区块链，最大限度地为各级监管机构提供报告和统计细节，从而实现无纸化电子文档管理平台。
• •在黄金贵金属和稀土矿产开采中实施区块链
• •冲积矿通过开挖开采，基岩砾石通过反向循环砂石和砾石钻至地表。物料经现场筛分后，由自卸汽车

运至加工厂。筛分过大的物料在现场由安装在前端装载机上的移动式破碎斗或由加工厂的破碎机破碎。
在以库存方式交付时，将压碎的矿石和筛分的矿石放入1吨的袋子中，然后称重，并将信息输入区块链。

• •然后将破碎的矿石和砂子输送至微型研磨装置。研磨矿石后，物料通过干燥装置输送至静电分离器。
在分离导电和非导电材料后，对袋装材料进行称重，并将数据输入区块链。

• •研磨后的导电材料被送入浆液储存罐，以便进一步送入浸出工艺搅拌罐。这些数据随后被输入区块链。
• •浸出循环完成后，过滤浸渍溶液，然后储存以进入电积工艺。在将合成的煤泥或粉末运送到炼油厂进

行提取、收集和熔化成条状之前，对其进行称重并输入区块链，并进行自动标记和称重。进入区块链
的所有数据将在历史上变得透明，从而提高最终用户和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对设施实施最有效的运营
管理模式。

• •管理和税务机关能够从区块链实时接收可靠信息，增加投资者投资工具决策过程的质量。
• •为了迅速扩大采矿和加工场所和设施的大批量生产，并及时获得长期精炼和销售合同，决定通过本

STO筹集资金，允许小规模投资者通过加密经济学参与。

创新技术



Copper Ore Process

第一步：破碎球磨

颚式破碎机 专利龙卷风磨

第二步：静电分离，高度富集

专利静电分离器 除尘器

NaCl
Mixing

Mixing 
Reagent

Agitator 1Agitator 2Agitator 3

第三步：NaCL浸出（热交换55-60℃）

压滤

Heat Exchanger  55~60℃

Copper 
ores

Step 4: EW

第四步：专利旋流电解（EW）100 cells

ESM Process

Korea Process

专有粉碎/导电矿石分离流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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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矿厂将在初始研磨过程和矿石干燥装置之后，对导电和不导电矿石进行静电分离。和其他含有贵金属的
矿石一样，减少40%。分离后的产品将重新进入研磨系统，随后控制送入专有的航空金属静电分离器。由此
产生的导电矿石量约等于原每吨重量和体积的20%。这些数字是基于美国、秘鲁和韩国工厂和实验室从
2016年到2019年对这一特定含矿岩石、砾石和砂的研究。这些数据将被输入区块链。这些非导电材料将被
储存起来，以便进一步加工，以除去锆石和钪产品以及其他商业上可行的材料，包括稀土矿物。关于用冠冕
金属等植物提炼黄金的进一步注意。

• •专有浸出处理

• •PRG2项目的浸出处理阶段，将采用多种形式的处理，使用PRG加工合资伙伴秘鲁公司（Environmental 
Systems Management SA.）许可证提供的专有浸出液，该公司增加了3个国家在矿石开采工艺方面经验丰
富的咨询工程师工厂运营。主要加工将在搅拌/混合罐中进行，所得浸渍溶液通过过滤装置输送至储存罐，
通过多种方法最终提取液化金。此外，在加工的第一年内。Avimetal将交付原型分批浸出装置，每个装置能
够浸出和过滤400吨。

• •首选的预测试提取方法是电积法，而不是使用大块碳提取法。该公司与世界级公司签订了交付协议，这些
公司包括能够在100吨/天到5000吨/天的每个阶段处理矿石开采中的电积贵金属粉末的精炼厂。主要炼油厂
将是Coronet，每年加工数十亿美元的黄金和铜。

专有粉碎/导电矿石分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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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金价在每盎司1800美元至2000美元的复苏区间。预计在未来两年内，价格将不断攀升，大大提高从
PRG2项目中收购代币的可行性，从而实现高利润预期。

市场数据显示金价增长潜力巨大。PRG2代币项目对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回购代币有短期预期。交换模型解决了
关键问题，这在加密货币社区非常重要。它比现有的加密货币更能保证价格的稳定性。PRG2代币在利润方面
的波动性将因黄金市场价格的增长而增强。它的稳定性在于其经确认和证明的从生产到精细化的盈利模式。
作为数字货币（代币）与浮动标准的基础资产，金本位制将被证明是最有可能创造利润的范例。

–黄金证书
–所有购买以黄金为担保的代币时，将默认有一个证书，确保并保证没有购买来源不明的黄金。
–在区块链上注册
–通过PRG2代币购买的黄金将在区块链上注册为智能合约。代币可与生产的实物黄金进行交换，使用智能合
约进行权宜之计，并提供黄金所有权的官方证明。黄金支持的代币允许客户直接从卖家处购买，不需要中间
人。
–投资组合多样化
–拥有金矿可采储量的部分所有权以及通过独立销售渠道开采/提炼实物黄金是聪明投资者获得高实时利润的
新途径。

金融数据黄金市场



• 认识我们的专业管理团队

基思D.霍尔
首席执行官和项目

运营总监

霍尔先生在美国、秘鲁、
圭亚那和加纳。霍尔先生
拥有历史硕士学位，曾任

外籍人士

美国国务院驻非洲许多重
要国家的服务官员还有中
东。霍尔先生在美国海军

陆战队服役

上尉军衔。

道格拉斯·阿什沃思
运营总监

秘鲁

加工公司环境系统高级顾
问，管理国资委和美国公
司，Picchu Rio Gold S.A.
对其大型金矿床和含崩积
层和冲积矿的贵金属矿床

进行了专有加工。

詹姆斯·吉姆
CTO和平台开发者

Avimetal Inc.和Coronet 
Metals的开发商创始人。
Coronet Metals是美国和
韩国专利和创新设备及系
统的供应商。吉姆先生曾
是波音公司的代表，拥有
40多年的工作经验，是多
家航空和采矿工程公司的

创始人加工技术。

布莱恩·琴
政治顾问

社会事务部，Perú.Chin
上校是一个退休的美国海
军陆战队，在私营部门现
役服役30年的预备役军官，
以及国防承包商。他在复
杂的海外市场有丰富的经
验为伙伴国家安全部队提

供建议和指导。

我们的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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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 our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eam – 2 of 3 pages

乔尔亚吉
社区关系主任

他一直代表秘鲁在亚洲的
一个非营利性民间协会，
其根本目的是发展有利于

生产商的活动

家养骆驼及其家庭。工商
管理认证利马大学的管理

学

.

欧内斯托·古铁雷斯
铅矿开采运行工程师

在公共和私营公司的采矿
和环境领域有经验的采矿
工程师。自1991年以来，
为许多私营矿业公司和不
同项目工作。在2010年执
行了Picchu Rio Gold 2采
矿计划，以提交DIA批准。

徐东台
亚洲STO代币市场总

监

前国会议员秘书。他是法
律政策研究所代理副会长
兼韩国改变生活协会主席。
他体验过加密货币和区块
链平台。他的公司发行了
一个ICO硬币，微笑你的
生活（SYL），它现在在

市场上。

洪常銀
国际销售总监

洪先生是韩国Avdome控
股公司的董事长，他完成
了许多数十亿美元的房地
产开发项目。他曾担任CN
集团和KCFC、航空工业
园、与中国地方政府和韩
国市政府的合资企业的副

董事长。

我们的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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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 our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Team – 3 of 3 pages

孫正姬
亚洲销售总监

她是所有石墨烯领域的代
理主席，拥有纳米材料和
碳纤维的经验。她曾在

Hyosung公司担任首席研
究员，该公司是领先的石
化和碳纤维行业之一。

理查德·伍德福德
项目化学家/冶金学家

理查德毕业于亚利桑那大
学地球科学学院，主修地
球物理学。1974年，

Richard从俄亥俄州技术
学校学习电化学工程，不
久之后在贵金属合金电铸
中创造了第一个电化学工

艺

约翰乌斯图亚
项目系统工程师

计算机工程和系统学士学
位，有6年信息和通信技
术使用经验。他出生在阿
班凯阿普里马克。他的论
文是在教育部门取得工程

师学位的。

我们的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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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我们的专家顾问

罗纳德·p·玛莎
STO营销顾问

在南美洲秘鲁库斯科的凤
凰矿业集团担任7年的董
事会顾问。Macha先生也
是Mineral Processing 

Company 
Inc.的董事会主席/秘书。
德克萨斯大学BBA认证。

Paul Brennan
人力项目咨询师

Colonel USMC ,1954年
进入加州大学，加入美国
海军陆战队，1955年获得

海军飞行员飞行翼。

他在额外活跃的几年之后
加入了USMC Reserve，
并加入了位于洛杉矶的
American Can Co.。

1965年获得纽约城市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Robert W. 
Johnson技术咨询师

约翰逊先生是一名具有项
目管理背景和经验的机械
工程师，拥有多元化的背
景和技能。他是一名结果
驱动型领导者，在一家财
富500强公司的公共部门
拥有46年的工程和项目管

理经验。

Wallace Quan
STO项目咨询师

2015年至今是圭亚那总理
办公室公共和侨民事务和
调查特别助理，1973年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地质工程，
加拿大安大略省专业工程
师。他还作为2018年顾问
加入了Picchu里约热内卢

Gold 2项目。

认识我们的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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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们的专家顾问

Mark Jacobsen
技术工程顾问

在BALL AEROSPACE的
职业生涯中，他的一些技
术贡献是他对卫星进行电
子，光学和软件测试的表
现。雅各布森先生是伍德
沃德商业电子控件的总督，
同时对商业电子控件进行

电子维修。

Douglas Cyr
加工设备技术顾问

道格拉斯·西尔（Douglas 
J. Cyr）先生在福特汽车
公司动力总成工程部的生
产控制和质量部，负责培
训工程师和人事主管的协
调工作长达36年。 Cyr先
生拥有Cum Laude工商管
理学士学位（1976年），
并于1980年获得了工业工
商管理文学硕士学位。

Dan A. Swaney
环境安全采矿和运输运营

顾问

。 Swaney先生曾担任北
美最大的完全整合的环境

服务公司WASTE 
MANAGEMENT的高级经
理，并担任VERISIGN，

INC的高级业务开发主管。
他曾与BMC SOFTWARE
合作，共同开发新技术产
品和产品增强功能。

John Dean Harper
法律顾问

哈珀先生是拉斯维加斯警
察保护协会的首席法律总
顾问。 Harper先生毕业
于俄亥俄雅典的俄亥俄州
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
学位，并在商业法学和一
般商业双学位。他还毕业
于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
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认识我们的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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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chu Rio Gold STO Program
www.PRG2.com info@prg2.com
Picchu Rio Gold, Inc. - - 1925 Village Center Circle, Suite 150, Las Vegas, NV 89134-6261 Tel +1 702-820 9748
Picchu Rio Gold S.A - Ollanta NRO 305 STE. 501, Quillabamba, Peru Tel +51-984-721858
Avdome Holdings – 29 10-Gil, Nonyun-ro Suite 410, Gangam-gu, Seoul,  Korea  Tel +82-10-8485 5671
Avimetal Inc., - 1925 Village Center Circle, Suite 150, Las Vegas, NV 89134-6261 Tel +1 702-820 9748

Mining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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