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rma
卡尔玛-未来的经济



什么是卡尔玛？

卡尔玛是一个建立全世界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平台。

从典当到慈善事业，从金钱债务到商品及服务的直接交换。

目标：

— 使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从无效率的金融体系获得解决途径

— 为来自低利率国家的投资者创造进入增长的市场的可能

— 大力推动全球企业家活动的发展

— 创造互信互助的社会

— 将来有希望除通货膨胀的扣款外降低全世界的贷款利率至0%



18-20世纪的经济

未来的经济

投资者将钱送去银行，因为他没有独立借贷的权限和信息

投资人 借款人

投资人的收益 支付

银行-职权中心

21世纪的经济

投资人 借款人

投资人 借款人
投资者的收益

Маркетолог

Страхователь

Юрист Аналитик Риелтор

Поручитель Коллектор Оценщик

参与者-职权中心

p2p平台-职权中心

.投资人直接贷款给企业家，独立的p2p平台赋予他这个权限

借贷是跨国性的职权转向独立的参与者，效益根据排行榜来决定。

Расходы на банки и страховщиков (30% ВВП)

p2p平台的集中收益

收益根据集中团体的参与者来分配

投资人的收益



市场规模

用三十亿美元创造新的比率

50%
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全世界银行存款为50%

38 трлн. USD
全世界存款约为38万亿美元

Источники: worldbank.org/en/topic/financialsector/brief/smes-finance, datamarket.com/data/set/28m2/bank-deposits-to-gdp

行情看涨下的贷款不足：2.1-2.6万亿美元



p2p发展的前提条件

过时的银行业务形式

时间
在银行处理贷款生意的
申请需要1-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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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苛
对借款人的各种要求及
程序的校检限制了金融

方案

抵押

对小生意来说银行扮演
者当铺的角色：抵押品
可能会高出贷款多倍

不可能性

在世界上超过二十亿的人
不能使用传统的银行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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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比率的领先者：美国、英国、中国、澳大利亚

最大的潜力者：俄罗斯、拉丁美洲、亚洲、非洲

p2p借贷市场的增长速度

Morgan Stanley,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Financials
摩根士丹利，金融领域的颠覆性创新



对手及伙伴

卡尔玛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经济平台，全世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毫无界限的。

在卡尔玛没有竞争政策：我们准备好成为任何金融服务业及移动支付平台的伙伴。



1
角色分散
任何参与者在平台可以扮演任何角色，他的
效率将影响他在卡尔玛的排行

4

任何条件
参与者本身可以选择贷款条件：是否带利
率、是否抵押及贷款的时长

3
地理分散
来自亚洲的有效益的企业家有可能会得到瑞士投资者
的贷款，货币风险由其他参与者来监视

2

IT分散
由于区块链的运用数据在网络世界里
稳妥地保存

5
任何资产都可以抵押及贷款
保密资产、名义货币、通过API的不动产抵押
贷款、在途商品及其他资产

6 最大程度自动化
贷款的电子合同和保证书，债务转让，集体诉讼，注册及
解除抵押。

7
智能评分
程序评分：大数据、计算机辅助教学

外部服务评分 借款人指数在线评分
8 相互负责

每个参与者用信誉和金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创造的是一个基于相互负责的团体。

9 市场营销
商品及服务的制造者可以向全世界展示自
己的产品，顾客也可以成为投资者。

十大主要特点

用未来的供货贷款
之后交易货物或服务，比如出售建设阶段的不动产。10



交易方法

— 注册用户浏览建议及资源需求文件

— 为了完成交易，必须通过了解你的用户这一步骤：输入手机号码及身

份证数据。

— 交易参与者要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合同。

— 卡尔玛为秘密货币或加密资产提供独立的银行加密账户。

— 债权人将资产发到加密账户，系统会在电子合同上做数目标记。

— 智能合同会分析支付的委托标记，并将金钱发到借款人暂交第三者保管的款项。

— 卡尔玛记录发放的债款到区块链。

— 借款人通过秘密账户完成每月的支付，系统会在电子合同上标记每一笔支付数目。

— 智能合同会向贷款人的交易账户上发送付款。

— 卡尔玛在区块链中记录所付的款项。

— 根据所有的付款结果卡尔玛会在区块链中记录贷款交易结束。

— 交易参与者会被记上卡尔玛（更新排行榜）。



计划

过去，现在，未来

20172014

第一次支付生意贷款50万美元 2016

5个公司的仓位规模：150
万美元

10家公司超过5百万美元，零拖欠债务，
需求远大于供给

Q2.2017

为预售做准备

08.2017

进行预售，收集50万美元 11.2017

第一阶段介绍，百分百准备，合法
构造，代币销售一千万美元

Q3.2018

平台货真价值的版本，交易总量5千
万美元。项目业务自负盈亏的方法

第一阶段（2017年11月）：
— 名义货币交易免抵押

— 抵押下的秘密货币借款

第二阶段（2018年第一至第二季度）
— 使用移动安全支付平台支付手续费
— 跨国交易
— 货币风险套期保值
— 提升社会角色的数量

— 根据评分、标记、提供可变现款的程度来吸收新的伙伴

— 创立世界介体网络

第三阶段（2018年第三至第四季度）
— 离线资产（不动产、黄金及其他资源）
— 创建新的社会角色

— 提供商品及服务的拨款
— 平台用于相互冲销



代币销售
2017年11月27-29日

— 代币基础价格：0.01美元。代币销收益在OpenLedger交易所进行，之后将会连接其他的
交易所来提高流动性。

— 到2017年11月26号之前包括：收集白名单参与者的KYC政策(Know	your	customer充分了

解你的客户)
— 11月27-28号：结束白名单上的代币销售。收集到一百万美元之前50%的折扣，三百万
美元30%的折扣。八百万美元15%的折扣。

— 11月29号：结束剩下的代币销售。
— 目标：收集一年期项目发展资金直到自负盈亏。
— 资金分配：

— 45%用于产品的加工及推进
— 20%用于保守基金
— 18%用于代币销售的市场营销
— 10%保险基金
— 2%给法律学家
— 5%平均分配给创始人

— 最终代币分配：
— 59%给代币买主用于预售及主要代币销售
— 17%均分给创始人
— 24%的储备资源用于赏金

预售
2017年8月17-30日

—资金用途
—拟定版本
—管理项目
—制定法律结构
—市场营销及PR代币销售
—在卡尔玛的前期投资资金

限额达到50万美元

限额达到一千万美元



卡尔玛代币经济
用代币支付交易参与者的费用

— 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手续费都可以用卡尔玛代币付款：评分、交易处理、保险、收藏等。

— 交易参与者将通过自动交易所购买卡尔玛代币。

— 系统中的交易额越大，佣金就越高，卡尔玛代币的需求量就越大。

— 随着代币总数的保存和需求的增长，代币的价值将会上涨。

— 随着汇率的增长有意购买代币4的人逐渐增长，这会造成附加的供应不足。
— 和比特币和以太币不同，绝对的手续费用数额的增长将不会和代币价格的增长成正比。如果卡尔玛代币的汇率增长了一倍，同等额度的手

续费人们将会少付一半的代币。

— 超过10万代币的拥有者有以下附加的资源：
— 优先获得新的投资人和借款人的申请，你第一个拿到最好的申请。

— 在平台内交易会获得50%的折扣。
— 关于新的手续费用的决定和发展的主要观点会在网上公开由前15名代表投票决定。

经济发展预测： 2017 2020 2025

交易额 美元 5百万 10亿 150亿

手续费用(对代币的需求) 美元 25万 5千万 75千万



经济
卡尔玛营业活动

— 卡尔玛是无利益项目

— 卡尔玛的任务：发展经济系统，所以多余的收入将会用于：

— 向所有愿意者赎买代币

— 平台的支持与发展

— 成立保险基金

— 以特惠条款发放债务给生态系统的成员们

— 卡尔玛从每笔交易中赚取手续费

— 起初卡尔玛团队将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卡尔玛将会每笔交易的3-5%费用。
— 当这些角色逐渐成为团队的参与者时，卡尔玛收取的手续费将少于1%，剩下的手续费将被团队平分。
— 为了维护项目的实用性，系统内一昼夜应有五十万美元的业务。这个比一般银行规定的少得多。



法律结构

百分百合法代币销售，甚至面向美国、中国

— 根据报价销售代币

— 从法律角度看代币可以存取到应用软件，可以销售、赠送和继承

— 合法购买代币，甚至可用美元付款

— 领头公司是荷兰非盈利基金会，营业公司将于荷兰注册。局部的营业公司将于不

同国家注册来保证资金流动。

— 为了迎合AML（反洗钱）和CTF（反恐怖主义）我们计划实施代币顾客KYC（充分
了解客户）政策。

— 美国和中国的公民将被许可代币销售，同时也有一些限制。

— 代币销售前伦敦谷逸斯咨询有限公司将负责预售基金的专款专用。

— 预售基金存在于多重签名的钱包中，钱包开通要3-4人的签名，其中两个人是来自
欧洲的法学家。

— 卡尔玛团队将会公布每周的预售基金支出报告。



尤里古格宁

创始人，传播人

2002年接触IT领域，2008年第一位IT从事者
2009至2013年 网络集成商经理（莫斯科国际外汇银行、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银行、俄罗

斯Life金融集团、俄罗斯工业建设银行、莫斯科微贷银行）
2010至2014年瑞克数字学校创始人（在全球拥有一千多名学生）
2013至2016年从事大规模电子商务自动化领域

阿尔乔姆拉普捷夫

创始人，投资经理

2010年开始管理中小型企业p2p借贷私人基金，有私人评分策略，取得了稳定积极
的成果。拥有超过十年的金融领域资产仓位管理经验。（俄罗斯投资公司Тройка 
Диалог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Ankor公司）
国际级特许金融分析师

团队 创始人



罗尼伯辛

丹麦合作伙伴

全球第一个分散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OpenLedger创始人，也是一系列其他项目的创始人，
比如OBITS和Apptrade。 他是中国最大的区块链基金之一ViewFin的正式合作伙伴。与伙伴
们、丹拉里默尔一起发展Graphene/Bitshares生态系统。

OpenLedger
公关及营销伙伴

OpenLedger是从事提升ICO（国际资源文件）的可获得性的分散性团体，如同吸引
项目资金的工具。 OpenLedger生态系统包括交易所、广告平台、区块链技术专家
和国际市场营销学家团队以及公关专员。

团队 合作伙伴



团队 合作伙伴

鲁斯捷姆，法律伙伴

Deloitte 公司是世界前四名最大的咨询公司。他是哈萨克
斯坦地区私密货币认证项目处司长。

阿列克斯奇尼亚耶夫 法律伙伴

英国项目伙伴，曾就职于纽约花旗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

和伦敦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所。在金融及投资领域有超

过15年的工作经验。拥有英国营销传播证书。

德米特里 斯涅拉依赫 区块链咨询顾问

B2b销售、市场营销及合作发展专家及市场生意顾问。
从2012年起帮助了超过20家走向市场。曾经是总统的行政顾问。

米哈伊尔什涅莫夫 老师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分析部执行董事

有超过10年的工作经验。开始于德意志银行，参加过俄罗斯联邦对外贸
易银行及圣彼得堡银行的首次公开募股。

年参与投资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银行，参加莫斯科国际外汇银行及新莫

斯科银行的首次公开募股，参加了俄罗斯联邦对外贸易银行及圣彼得堡

银行的再次分配。屡次在俄罗斯金融机构投资者调查结果中被评为最优

秀的专家。

吉尼斯斯维纳尔丘克 金融顾问

莫斯科国际外汇银行IT基础设施设计师，设计了交易所商业系统中心，
组建了设计团队。高负荷专家：在不久之前的更新中交易中心每秒可以

处理140000项事务。



Web: karma.red
Telegram: t.me/karmaproject

Facebook: facebook.com/karma.blockchain/
Whitepaper: docs.google.com/document/d/12dvzE9VoV2cjZ8C65KW2bcjQozqhNwjBRRFYy_KG0Lk/edit

请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