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袋鼠房产币白皮书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出现暴露出传统银行体系的一些风险

然而 2008 年也是第一种数字货币的诞生之年。

与美元或英镑等法定货币不同，数字货币和其他加密货币

都是去中心化的，而这就意味着它们并不受国家政府或中

央银行的控制。反而，此类新货币的生产是由一组预定义

的规则（协议）决定的。

与此同时，在南半球的澳洲，袋鼠房产网创始人 Mark 也

不谋而合的与北半球的中本聪们几乎同时间思考如何解决

房产界一些行业弊病，所以率先实现了区块链理念在传统

房地产领域的落地实现。

袋鼠链平台是一种将区块链理念和技术应用于房产实际应

用的一种软件系统 目前在以下领域成功应用：

1. 房产销售领域

2. 房屋贷款领域

3. 物业管理领域

4. 代币融资领域

5. 房产开发领域



袋鼠链平台为全球各级各行业房地产提供全球独家科技

的房地产经理个人网站自动化解决方案，使您的每位经理

均拥有自动化个人品牌网站，保障经理个人利益及效益，

我们至力于解决全球行业内的房地产经理个人网站自动化

解决方案，房地产经理个人网站自动化是房地产在互联网

上进行网络营销和形象宣传的平台，相当于房地产经理个

人网站自动化网络名片，不但对房地产的形象是一个良好

的宣传，同时可以辅助房地产的销售，通过房地产经理个

人网站自动化直接帮助房地产实现产品的销售，房地产房

地产经理个人网站自动化可以利用房地产经理个人网站自

动化网站来进行宣传、产品资讯发布、招聘等。

以上涵盖了不仅是房产销售领域同时也进入了房产管理及

贷款领域，即任何房产内部相关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袋

鼠房产网使用的区块链个人专业平台系统，极大的降低了

成本提高了房产专业人士的工作效率

袋鼠房产币在袋鼠链的使用中起到了实际使用的功能，即

所有

专业人士想使用这种功能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袋鼠房产币，

那么

这就让袋鼠房产币在实用阶段更具有流动性和价值性。

袋鼠链技术估值超过 1 亿澳币



袋鼠房产币股权功能

官网将定期开放回购窗口，回购比例将高于发行价格，以

分红的形式返利给投资人

袋鼠房产币实用功能

袋鼠房产币同时在澳洲具有积分使用功能

免费协助办理赴澳旅游商务留学移民

换汇等服务

免费提供澳洲境内免费接机，帮找租

房服务

免费提供贷款/购房免费协助服务

免费提供澳洲境内找工作或者建立生意



袋鼠房产币官网首页定时更新最新投资进展，方便广大投

资人

了解最新消息，

我们一直秉承区块链项目与实体商业活动相结合的经营理

念，不再让数字币投资仅仅限于理想或者空气，我们是率

先做出了成绩，然后再发行货币，最大化保障投资人的利

益。

区块链在房产领域落地应用实例

采用 3D 技术进行房产打印，降低成本，已经成为主流国

家的一种趋势

新生代对数字货币的趋势的理解和信任

房地产市场中一直存在几个主要问题和障碍：

● 进入门槛高

● 缺乏流动性

● 所有权转让流程缓慢复杂

● 缺乏价格透明度

● 欺诈风险



● 交易成本高

● 跨境交易复杂

加密货币投资者将受益于：

● 在不退出加密货币领域的情况下直接接触房地产投资

● 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持仓之间新的多元化机会，在纯加

密货币市场低迷时期特别受欢迎

● 有机会直接使用加密货币购买供个人使用的房地产，没

有换汇成本，无需进入外国市场 传统投资者将受益于：

● 接触到以前大多数人接触不到的的新资产类别；投资者

的 最低投资门槛显著降低，使整个房地产投资市场民主

化

● 代币化资产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价格透明度，很容易交

换，而房产代币可以在我们用户友 好的平台或其他任何

地方进行交易

● 使用管辖区域不可知的资产代币，允许跨境交易，使人

们可在国内管辖范围外的其他地区 购买房产

● 为每个房地产提供一个公开市场，使市场定价透明化，

并减少专业和零售市场参与者之间 的信息不对称 10 公共

访问 进入门槛低 费用低 流动性 交易速度高 价格透明

跨



境交易简单 买方可以亲自选择房产 Alt.Estate 直接购买

私募股权 公共房地产投资信 托基金 (REITs) 众筹

● 在单个公共区块链上注册所有交易，这样能够杜绝欺诈

以及因为所有权登记冲突而引发的 意外事件

● 可以按块轻松买卖房产不仅能提高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

，还能给房地产所有者带来全新的 商机；例如，只用房

地产的一部分作为抵押就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借钱

● 有机会使他们的投资组合多样化，不仅在不同类别的资

产之间，而且在房地产资产类别内部多样化；更优的多样

化能够在风险等级不变时提供更高收益

袋鼠房产币不同于其它很多币种，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概述，

我

们是真刀实枪已经在整个行业进行实行，而且一步步稳扎

稳打实行了我们的计划，袋鼠房产币是我们本身自身价值

的一

种体现形式。

袋鼠房产币投资用于区块链实际应用项目 房产销售加盟连

锁

贷款 物业管理 开发和基金项目管理以及融资本身的事业

当中



回购是我们对袋鼠房产币投资人的一种保障模式，保证袋

鼠房产币

在市场上价值的稳中有升

官网并定期公布项目进展及财报

关于袋鼠房产币的发行机构：袋鼠房产网

袋鼠房产网沿革和发展规划：

袋鼠房产网建成于 2013 年，创建目的是为了改变澳洲中

文房地产市场长时间营销模式维持在电话营销，报纸广告

等传统方式，止步不前的迥迫现状，把当今世界流行的

O2O 模式（线上线下互动）引进房地产行业当中来，利

用手机 app 线上推广房产与房地产线下销售结合的模式，

为广大房地产置业顾问和购房者提供最大的便利。

经过仅仅一两年的发展，袋鼠房产网就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600 名销售人员，每月点击量几十万次的澳洲中文房地产

门户网站第一名，诸多澳洲房地产开发品牌竞相要求合作



，碧桂园在澳刚落地也立即选择我们作为中文签约合作伙

伴。如果在苹果商店里搜索悉尼房地产，澳洲房地产等热

门投资词汇，袋鼠房产网位居首位。

袋鼠房产网的特色优势：

1.全手机浏览界面，是第一家实现了线下采用区块链理念

驱动的地产澳洲中文门户网站，而且开发了苹果和安卓的

app。

2.置业顾问个人营销系统，袋鼠房产网为每一位经理提供

免费的区块链个人手机版营销系统，提升个人品牌形象，

保护个人的利益。

3.完美的手机版后台数据库系统，可以让置业顾问用手机

平台了解最新的房源信息。

4.强大的广告宣传优势，凭借袋鼠房产网本身及其它网络

媒体的海量展示，迅速提升在澳洲及中国市场的知名度

5.线上和线上的完美结合 除了在线上的宣传技术工作外

，袋鼠房产网也正在启动悉尼房地产展览中心项目，未来

悉尼中国旅游团都会将悉尼房地产展览中心定义为与悉尼

歌剧院和情人港同一级别的必看景观，现场观看楼盘沙盘

样板间，线上继续在袋鼠房产网游览回顾这些楼盘，我们



的销售人员同时跟进服务。

6.自行开发项目 袋鼠房产网不但代理澳洲精品楼盘，本

身也在进行大型项目的开发，未来将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

房地产线上线下综合产业链。

袋鼠房产网的发展规划：袋鼠房产网的经营模式在全球范

围内应当是首屈一指， 具有独创性，未来我们会推动经

营范围扩大到包括中国，澳洲各城市，北美各城市以至全

球范围，版本也会开发英语版本，进军英语市场。

袋鼠房产币 Investment Real Estate Coin

澳洲投资交易专用数字加密货币:

袋鼠房产币 IREC 汇率锚定澳币

1 IREC = 1 AUD

限量 稳定 升值

安全性

袋鼠房产币基于澳坊 ERC20 协议 每一笔都记录在公链上

保



存查证及无法更改

稳定性

袋鼠房产币固定汇率锚定澳币 并且本身有袋鼠房产网房产

交易租

售管理等实体业务支撑

增值性

数字币不可避免成为未来交易手段 袋鼠房产币锚定主流数

字

币并且与澳洲房产投资高回报结合

袋鼠房产网发展沿革

袋鼠房产网是袋鼠房产币的官方发行机构

Q1 2013

袋鼠房产网在澳洲悉尼正式上线

Q3 2014

袋鼠房产网悉尼地区销售人员超过 300 名 并开设多家线下

合营店 创下房产销售额近亿元澳币

Q1 2018

袋鼠房产网开始房产销售，出租管理及房屋贷款等业务在



澳洲各城市的扩展

Q2 2019

袋鼠房产网官宣 ICO 澳洲房产投资股权型代币：袋鼠房产

币（

IREC）Investment Real Estate Coin

ICO CALENDAR

袋鼠房产币经过实验阶段成功发售后，目前进入正式 ICO

阶段

袋鼠房产币的发行初衷

解决目前国际间投资澳洲房产痛点：

1.国际间投资澳洲房产贷款难

2.国际间投资澳洲房产换汇难

3.澳洲房价高昂 小额投资入场难

4.传统交易流程繁琐 耗费大量精力时间和金钱

以上痛点袋鼠房产币完全可以轻松解决

袋鼠房产币的使用方法

直接使用袋鼠房产币 IREC 国际间投资澳洲房地产，线上交

易

，无需换汇及资金跨境

无投资门槛，无需贷款，理论上做到哪怕 1 分钱也可以国



际间投资澳洲房产

一键完成投资并分布式上链记录交易信息，快速安全

房产投资组合多样化，澳洲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降低风

险并提高收益

更多说明

在这里对投资者关心较多的问题，我们进行更详细的袋鼠

币的介绍

袋鼠房产币是股权型数字货币

袋鼠房产币的使用将作为袋鼠房产网向澳洲房产项目包括

土地

，住宅，基金等投资的资金池，所有投资者均具有股东性

质并可以获得定期回购的分红

袋鼠房产币是实用型数字货币

袋鼠房产币持有者在使用发行方-袋鼠房产网的贷款及租房

以

及购房业务中都可以根据持有袋鼠房产币份额折算成积分

从而

享受抵扣减免的 VIP 待遇，并可享受留学移民安家找工作

等免费咨询服务。

袋鼠房产币投资澳洲房产的类型



袋鼠房产币投资澳洲全境包括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

黄金

海岸等公寓，独立屋，土地等近千项目并与多家上市公司

结成战略合作关系

使用袋鼠房产币投资澳洲房产的优势

澳洲的房产巨大升值空间，成为许多投资者的佳选。而使

用袋鼠房产币投资，就是通过投资优质且回报率高的澳洲

房产

，从中获得定期的收益以及安全的资本增值。想必大家都

知道，购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高额的税费，而平时

打理投资房所需的花销，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较于传

统的房产投资，袋鼠房产币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任

意小

额投资且风险小，又规避了购房的相关税费及日常管理花

销，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最好的资产配置产品

袋鼠房产网 http://aoroom.com

袋鼠房产币 http://irec.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