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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 常见问题和条款 

 

1. 什么是 EVO？ 

EVO 是一个权益投资智能合约。之所以称为智能合约，因它是电子版的合约，经过了专业

的律师拟定, 然后把合约智能化。 一旦投资者购买了权益通证，就可以根据智能合约履行

权益。 

 

2. 什么是权益投资智能合约？ 

权益投资智能合约是以区块链的技术记录股东手上持有的权益。股东们会得到金御，而所

获得的金御会存放在金御电子钱包，以识别股东的持股量。金御系统会以区块链方式，以

为智能合约提供更快的交易和转让。相比传统的合约方式，智能合约里的记录是不能随意

篡改，这大大提高了其安全性。 

 

3. 什么是金御? 金御有多少阶段？ 

金御目前一共分成 3 个阶段 ： 

 

金御 1.0 

面世于 2019 年底，项目截止至 2020 年 6 月 10 日， 购买此项目的用户每月利润分配为 

5% ，用户可以领取每日收益，也可以进行提现，用户也可以使用金御兑换 GPS 澳大利亚上

市公司股权，马来西亚高级公寓房产拥有权 ， 赢通优惠券 ， 珠宝， 保健产品等。但是在

2020 年 6 月 10 日后，一切金御 1.0 的交易都被禁止。仅可以用于获取收益或转换为以上产

品。 

 

金御 2.0 

面世于 2020 年 6 月 11 日 ， 所有新或旧用户皆可购买金御 2.0，购买此项目的用户每月利

润分配为 4.5%。金御 2.0 的用户们之间可以进行转让或发送金御， 但必须持有最低 10 金

御 2.0。另外， 金御 2.0 根据持有期限，具有退保价值。退保价值会根据转账交易日期而

定，一旦提交了金御 2.0 用户之间的转账操作，退保价值将被暂停。 

用户同样可以领取每日收益，也可以进行提现。除此之外，用户也可以金御兑换 GPS 澳大

利亚上市公司股权，马来西亚高级公寓房产拥有权 ， 赢通优惠券 ， 珠宝， 保健产品等。 

 

金御 2.1 

面世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  

Gene2.1 是一项促销活动，用户可以免费获得金御。 

 Gene2.1 的用户将不会拥有动态奖金，但用户可获取被动收入（根据 GENE 2.0 所占的百分

比）。 用户可以领取每日收益或提现，但不允许进行转让，发送或退保金御。 

Gene 2.1 的转换率将根据系统所显示的转换率为准，且每个账户只能最多持有 1000 个

Gene 2.1。 除此之外，当回报率达到 120％时，Gene 2.1 的原始资本将变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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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的事项是，从新注册活动所获得的免费 Gene 2.1 需在 30 天内，于相同的账号内进

行最少 100 Gene 2.0 的升级或激活。否则此新注册活动获得的 Gene 2.1 将归零。 

 

4. 金御 和 EVO 有什么分别？ 

金御是按照各别股东在 EVO 权益投资智能合约内所持有的股量进行分配。能优先让股东们

获得收益。 

 

5. EVO 是哪种类型的投资？ 

EVO 是权益投资，他是一些资本投资项目，而不是储蓄项目。一般的说法就是资本倍增

法，把钱投资在一家备受看好的公司，然后得到回报。 

 

6. 金御 GENE 是什么？是类似比特币这样的吗？ 

不是。金御是智能合约的权益计算单位，但是他采用了更加安全和透明的区块链技术作为

记录的方法。 

 

7. 股东们持有着公司的股份， 什么公司的股份？  

股东们持有着的是上市公司的股份。 EVO 目前正在和澳大利亚的·主板上市公司合作。  

 

8. 兑换了 GPS 股票后就能马上挂卖吗？ 可以到哪里挂卖？怎么操作？ 

一旦 GENE 被要求兑换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者就会通过 BOARDROOM 获取相关 的股票转

让。转到投资者名下的股票就可以要求转到股票交易所然后进行交易。这里的股票交易所

的例子是：Philip securities, RHB securities, Maybank Securities 等等。 

 

9. 金御可以兑换马来西亚高级公寓， 哪里的高级公寓？ 怎么兑换法？百分百金御兑换吗？ 

目前我们提供两种公寓作为兑换的目标。280 PARK HOME 和 The Face Suite。 一旦 GENE 被

要求转换为房产拥有权，LLP 的合约将被采用。1 个 GENE 等于 4 块钱马币，如果拥有 1 万

个 GENE 那么可以兑换的房产拥有权就是等于 4 万马币，如果那间房产的价值是 2 百万，

那么投资者就可以得到 2%的拥有权。 

 

10. 金御可以兑换高级公寓， 那个公寓是投资的那种？ 还是买房子的那种？ 

LLP 是用来分配房产拥有权， LLP 就类似一家公司，LLP 就是拥有房子的公司，然后按照股

东的 GENE 数量分配持股的%。如果 LLP 把房子卖掉那么股东就按照持股的%分配金额。 

 

11. 那个高级公寓可以看楼盘吗？有详细资料吗？ 

可以，要和公司的业务团队预约。 

 

12. 金御可以兑换什么品牌的珠宝和健康产品？ 哪里可以兑换？ 怎么兑换法？ 

金御拥有者可以通过 APP 做兑换。计算法和产品都会显示在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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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御是如何造血来提供投资者的利润？ 

金御是通过旗下的项目包括房地产投资，资本市场投资，EVOLET 和赢通创造盈利和价值后

把盈利的一部分分享给投资者。 

 

14. 这个投资的风险在哪里？ 

任何投资都存在着风险，包括项目的运营和长久性。投资并不是储蓄，投资者应该明白投

资者是长远性的，而且存在亏损。EVO 已经把投资者的风险降低，第一，把公司得到的利

润每个月分享给投资者，投资者也可以兑换公司的资产包括上市公司的股票，房地产和其

他公司旗下的产品。 

 

15. 如果兑换了股票但是卖不出去怎么办？ 

资本市场的交易是按照买卖撮合，一般上低价的时候都会有投资者愿意购买。 长期持有等

待公司发展才会带来更大的利益。 

 

16. 金御 GENE 有什么用处？ 

金御可以让您每日领取名为 G-积分的收益， 你可以提现 G 积分为 USDT 或现金或到

EVOLET。 

 

17. 什么是 USDT ？需要额外申请吗？ 要付费吗？   

USDT 是数字货币的美金币 ， 您需要自行注册 USDT 钱包 ， 无需付费。  

 

18. 提现到了 USDT 钱包就能直接从钱包转进银行户口吗？怎么操作？ 

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交易所能交易，推荐可以到火币网或 REMITANO 上直接进行法币交

易。 

  

19. 什么是 FIAT？如何申请？ 要付费吗？  

FIAT 是法定货币，由各国政府承认的货币。  

 

20. 如何申请 EVOLET? 

请点击 https://evolet.io/ ，跟随步骤进行下载 APP 并申请 VISA 卡。 

 

21. EVO 通过金御融资打造 Evolet，而 Evolet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项目？？ 

EVOLET 是手机应用程序，主打外劳市场。根据统计，马来西亚外劳人数达 1 千万，Evolet

目标 1 百万的用户，每月通过 app 汇款到自己的国家，Evolet 赚取最少 RM 10 的手续费，1

百万 x RM 10 = RM 1 千万，而金御的回酬就从这公司收益中拨给持有者。用户还能通过

Evolet 缴付杂费，充值话费，这也是 Evolet 的收益。 

 

22. Evolet 给用户什么好处？ 

用户能随时随地在有网络的情况底下，进行汇款、缴付杂费、充值话费。并且 Evolet 也带

有一张 VISA 储值卡，全世界任何提款机有 VISA 的标志都能取款。 

 

https://evole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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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为什么那么好的项目公司还要推出高额回报的投资计划？ 

EVO 的计划是阶段性的，而且只是在前期 EVOLET 启动的时候才给出 40-60%每年的回报，

EVO 的回报会逐步的减少。一旦公司拥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就会停止 EVO 的计划。 

 

24. 什么是赢通? 

赢通主要是为了打造一个互惠互利的服务 APP，让会员可以在任何时候换取所需的现金优

惠券， 这也帮助商家增加客户，提高生意额。 

 

25. 赢通和 EVO 是同属一家公司吗？ 

赢通是独立运营的公司，但是赢通是属于 EVO 关联的战略伙伴。 

 

26. 提现能够不要赢通吗？ 赢通可以卖给别人吗？ 转给别人？ 

不能够，提现会概括 20% 到赢通钱包里 ， 不可以在 app 内进行卖出给其他用户或转入赢

通给其他用户 

 

27. 我该如何才能符合加入金御的资格？ 

首先您先要确定您是进行权益投资，您必须是可以承担风险。阅读和了解 EVO 的投资项

目。一旦明白后，您就可以开始下载 APP 和注册。您必须拥有手机号码，咨询您的介绍人

以做激活户口。 

 

28. 除了提现 ，金御有没有什么可以兑换？ 

第一：澳大利亚主板上市股票，公司名为 GPS。 

第二：马来西亚高级公寓，以资产拥有权合约转让资产。 

第三： 赢通，线上和线下消费折扣券。 

第四：珠宝和健康产品。 

 

29. G-积分有什么用途？ 

第一：  提现 

第二： 激活新账号 

第三： 发送 G 积分 

通过扫码二维码/ 输入钱包地址向拥有金御帐户的任何人发送 G 积分。 

第四： 存款 G 积分 

您可以通过存款功能存入您的 G 积分钱包地址或二维码。用户可以将自己的 G 

积分转让给其他用户。 

第五： 兑换 为金御 

您可以将 G 积分转换到您的金御帐户。通过这个动作，您将会升级您的金御配 

套额度。 

 

30. 金御的投资预期回报是什么？  

预测每一年 42%的现金收益。 五年的合约，一共 210%的收益。五年期满本金转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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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五年的合约，在这五年内公司会进行什么政策改变什么吗？ 

EVO 会按照出售的数量推出不同待遇的合约， 新的合约是不会造成旧的合约有所改变的。

五年是最高的合约期限，投资者可以自由的在五年内兑换其他的资产。 

 

32. 需要购买一定数额的金御配套吗? 

没有入场限制 ， 1 美金也可以 

 

33. 要如何下载金御 app 呢？ 安卓& 苹果  

https://download.geneapp.io 

 

34. 金御的价值能够在哪里查询？一个金御 = 多少美金？ 

金御的价值是恒定的，1 金御等于 1 美金。 

 

35. 金御每日分享多少利润？ 

金御是提供项目盈利的 3.5%-5%。 

 

36. EVO 是哪里的注册公司？ 

马来西亚。 

 

37. 如果我不要继续使用金御领取收益了 ， 可以转让吗？ 

金御是可以转让的，但是系统会征收百分之 10 的手续费。即到接收者账户，只会收到百分

之 90 的金御。 

 

38. 赢通是否等于现金？ 

不等于，赢通是能在 app 内换取各个商店的现金券。 

 

39. 现金券能兑现吗？能在哪里使用？ 

现金券不能兑现，只能作为打折的用途，而且必须到该商家才能使用。 

 

40. 赢通有多少商家？ 

目前正在推广中，如果您有商家想要加入都可以介绍给赢通。 

 

41. 我是一位老人家不会使用智能电话也没有 email ，可以投资吗？  

可以联系客服，客户服务会把相关操作方式提供给您。 

 

42. 我急需用到钱，我不想投资了但又找不到有兴趣购买账号的人，公司能回收账号吗？ 

公司不会回收账号，但是公司可以按照投资者的要求帮忙寻找新的投资者。 

 

43. 我们可以去上市公司考察吗 ？ 公司在哪里？可以发地址给我？  

GPS 是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任何资料可以到网站查询。 

 

https://download.geneap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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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是否有课程让会员学习如何操作使用 app 或讲解 投资方案 ？ 

可以上网站查询和下载关于 APP 操作和 EVO 的资料。 

https://geneapp.io/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