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Bit Bank

世界上第一个合法加密银行

白书



朋友们！
我们生活在世界迅速变化的时代，其中的所有过程都在加速。
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长期努力工作，为自己得到了食物。随着意识的发
展，人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感到开心，并开始想出办法来轻松他的劳动，
因此开发了第一台蒸汽机，机车，铁路交通，第一台电脑，小工具，没有它
们现代社会是不可思议的。有用的发明允许人们变得更自由，找到更多的
手段和时间来实现他们的愿望和机会，实践他们最喜欢的爱好，与他们
的朋友交流。人精神的可能性还远远没有用尽，人类面前仍有许多发现。
由于我是“Vitsolutions”, LLC公司的创始人，而是一个热中于加密货币的
人，和我收集的团队一起已经超过两年从事“World Bit Bank”（WBB）品
牌世界第一家国际加密银行开发的项目。此项目的实现和落实到现有的
金融世界将让每个人作为新金融世界的积极参与者，因为该世界是分散，
移动并由区块链技术保护的，在那里您可以不必离开家而赚到钱，很长一
段时间不离开自己的朋友和最喜爱的活动，让每个人变得更快乐，更自
由。
加入我们的项目，并记住新技术是人类的未来，而现在您就是未来的创造
者！

                                                                                            伊戈尔·罗曼尼科
“World Bit Bank”　项目的创始人

“Vitsolutions”，LLC公司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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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21世纪是互联网的新世界。互联网实时实现了快速和不间断的连接，这

改变了我们之间的互动。未来，人类活动的大部分将通过使用数字技术

（包括区块链技术）而发生。这也涉及到金融领域，因为该领域的目前情况

不适合人类的大部分，因为这种服务是难以获得的。我们项目的目的为新

加密金融技术的开发，并将其引入现有的金融和银行系统。此外，该项目

的实施将使我们能够实时快速，并免费在我们团队开发的基于区块链技

术的　“World Bit Bank”　生态系统中进行金钱交易。

 

“我们总是高估将在未来

两年内发生的变化，并且

低估将未来十年发生

的变化。 别让自己

放松，不动作。”
 

比尔·盖茨，技术专家和慈善家。

 



市场问题和挑战

这样一来，主要问题是：数字技术，金融技术和区块链技术如何确保实时

并免费的金融交易？

 
以前的金融交易机制意味着Visa、SWIFT等银行和系统的存在。 1998年
成立的PayPal系统改善了利用互联网进行货币转移的交易。结果，获得

了基于四个组成部分，有时基于八个组成部分的货币转移交易的银行结

构。即：发行银行卡并提供服务的银行;　拥有自动柜员机并为此银行卡服

务的银行，为银行卡提供服务的公司；商店。这种结构非常费力，因为每

个组成部分都为通过其系统进行的付款收费。在目前的情况下，该系统已

经过时了，所以创建了一个基于开放源代码功能的区块链系统。今天，如

果没有数字技术和加密货币，并且没有数字识别（它就是该过程的一部

分），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用于货币交易交换的系统。正因为如此新金融领

域内加密货币将扮演重要角色。



“加密货币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技术。”
比尔·盖茨。

 

问题的解决 - “World Bit Bank”　
项目的实施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家公司（World Bit Group OÜ, registrikood 
14417301 asukoht Parda th 4-411 Tallinn），该公司将在欧盟的立法领

域将合法进行ICO，以实施该项目为目的。

2018年2月，该公司获得了与加密货币工作的许可证，它有权进行虚拟货

币兑换，提供虚拟钱包服务 
(https://mtr.mkm.ee/taotluse_tulemus/478888, 
https://mtr.mkm.ee/taotluse_tulemus/478892)，其活动完全符合爱沙

尼亚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法。

该项目计划以“World Bit Bank”（WBB）的品牌进行技术开发及创建国际

加密货币银行，其工作基于两项关键技术：

移动技术，作为实时货币交易交换的手段，

和区块链技术，即使用加密货币（Wibcoin 令牌）作为“World Bit Bank”生
态系统中所有经济交易的计算单位。

在加密货币的历史上，已经有相当多将加密货币转换为全世界可用的一

般支付方式的尝试。 但是，这个方向的成功并不是很好。

 
  

https://mtr.mkm.ee/taotluse_tulemus/478888
https://mtr.mkm.ee/taotluse_tulemus/478892
https://mtr.mkm.ee/taotluse_tulemus/478892


对于普通客户来说，加密货币的存储是一个复杂过程。 因此，客户更愿意

在第三方存储它们的加密货币。 这种方法破坏了加密货币的一个关键属

性，即控制自己的资产。也存在钱包只使用一个加密货币的问题。 
«World Bit Bank» 的客户不应局限于单一加密货币，他们必须有使用整

个资产经济的可能性。

“WBB Wallet”移动应用程序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既是一种

结合了令牌和借记卡的机制。

该项目由以下部分组成：“World Bit Bank”支付卡和“WBB Wallet”。
“World Bit Bank”　支付卡是一张通常的Visa/ Mastercard借记卡。支付

是以加密货币进行的，包括标准的ERC20，也就是说，您可以用BTC，ETH
和其他加密货币支付一杯咖啡。

“WBB Wallet”　是一个移动应用程序。

其结果是在现实世界中使用加密货币的可能性。

例如，

约翰有一张“World Bit Bank”支付卡，想要购买3美元的土豆片。

约翰通过注册并设置了他的“WBB Wallet”账户。它还开了一个功能，允

许他在多个资产上进行交易，比如说WBB或BTC。
只要约翰在扫描仪上刷卡，“WBB Wallet”系统就会收到一个请求，其中

包含Visa Network API的交易详情。



“WBB Wallet”　 通过其接口在交易所上请求WBB或BTC的汇率，并且还

检查钱包合同上是否有足够的可用金额。

如果查询结果成功，“WBB Wallet”　批准该交易，约翰通过他的电话收到

交易通知。

在“WBB Wallet”　应用程序中约翰看到土为买到豆片花费的WBB或BTC
的准确金额。

«World Bit Bank» （WBB）使银行的客户能够以世界上任何加密货币进

行付款，当在他们的　“WBB Wallet”　钱包中有任何数字资金。



要创建银行，必须遵守许多条件，其中一个主要条件是获得银行业务和金

融交易的许可证。 当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的时代，技术的发展和

实施可以解决项目设定的任务。

创建加密银行的项目设想购买10家运营的银行，目的是在美国、加拿大、

德国、瑞士、英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巴西等世界各国的银

行和金融世界网络中引入新技术和加密货币。 第一家运营的银行将在欧

盟境内购买。 由于这些银行将是运营的，因此他们拥有所有必要的许可

证。

什么是加密货币银行
“World Bit Bank”？

该项目始于在欧盟注册的运营的“World Bit Group”公司的基础上，此中

心办公室将位于瑞士的楚格州。 实施该项目团队由银行专家、IT专家、

营销专家、金融家、律师组成，这些专家组织的业务是创造利润并为企

业和客户创造优质产品。



技术的开发和实施

“World Bit Bank”　 （WBB）项目是一项从区块链技术“成长”并与5G金融

相关的技术解决方案的开发，即：

● 绝对跨界;
● 跨平台;
● 易用性;
● 即时操作;
● 资金总是在客户的控制之下。没有客户的知识他资金的　 管理是不

可能的;
● 低或零交易费用;
● 由于密码学的高度安全性;
● 开放源代码的API;
● 资金来源和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的全透明;
● 身份验证。

 

  



这样一来，跨境和区块链技术将被用在我们的“World Bit Bank”生态系

统中，作为银行间支付的注册表。

在银行系统中，两家银行之间的结算*，其中一家银行代表另一家银行并

由另一家银行出资，这些计算总是通过中央银行进行的，并执行中使用在

一个支付系统内的多个中央副本。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交易对手的风险，

每家银行必须为每个支付系统保留一个储备账户。

我们每家银行都是“World Bit Bank”生态系统的成员，该系统将创建一

个支付记录。 为了进行银行之间的结算，无需通过中央银行和代理银行

创建储备账户并进行货币交易。 交易对手的货币资金将直接在银行之间

转让。

 

*银行间结算是银行之间根据代理关系进行的结算，即银行之间的合同关系，其中一家银行代表另一家银行并由另一
家银行出资和结算的。



“了解您的客户” 程序（KYC – “know your client”）。
根据欧盟国家的法律，银行必须根据KYC程序验证客户的身份。 该程序

是在与客户合作开始时以及在工作过程中进行的。 在某些情况下，此程

序需要很长时间，并给银行的客户带来一些问题和不便。

借助于区块链技术，我们将创建一个单一的客户文件数据库。

客户的数据将可靠地在区块链上进行注册，并且仅由 «World Bit Bank» 
银行集团可以使用，为此将开发特殊“World Bit Bank”区块链。

访问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数字文件将仅提供给 «World Bit Bank» 生态系

统中预先确定的 «World Bit Bank» 银行集团的员工。

例如，客户同时办理多种金融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为每种产品客户不但

需要单独提供证明其身份的一揽子文件，而且需要提供许多其他文件，以

通过KYC程序检查。区块链技术将被用于创建一个“永久性” 档案，以确认

客户的身份。 他的银行账户，护照，煤气账单和医疗记录可以作为他的另

一个证明，或区块作为其链的一个证明。

 



汇款。

由于打击洗钱（AML）的新举措，金钱交易的进行目前是一项非常困难的

过程。 我们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World Bit Bank”生态系统可以通过创

建一个无法销毁或更改的交易注册表来改善此情况，从而提供证据显示

资金来自何处以及它们转账的位置是什么。

 

 



信用证下的结算。

信用证*的目标是双方安全的确保。为了进行信用证的付款需要等待几天

的时间，但使用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同（在区块链中使用的是Ethereum）

时可以加速和自动化此过程。按信用证结算的规则可以包含在我们银行

创建的智能合同中。为买方和卖方在区块链中开立账户，在该账户中的

资金用于进行付款并智能合同的交易。智能合同是由我们的银行制定并

将应用于区块链系统中，该银行规定了根据信用证付款的规则。

买方，卖方和银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智能合同上的信用证有相互作用：

● 要求合同的条款，

● 确认货物的运输，

● 确认付款，

● 确认卖方给运输公司转移货物，核实确认等。

智能合同发现银行和运输公司的确认后，银行账户之间的资金转账是自

动进行的。

所有智能合同的交易都是用公钥签署，并在我们的“World Bit Bank”生态

系统的区块链中注册的。

*信用证是在特定条件下向卖方支付货款的保证（有条件承诺）。



我们将开发和创建一个加密终端网络，用于加密货币的付款和兑换。

客户数字资产的识别和存储。

借助于可以进行访问控制，身份识别管理并作为受保护事件登记表的区

块链技术，«World Bit Bank» 加密银行可以存储客户的信息，加密货币

或数字资产。

 
«World Bit Bank» 网络的客户将能交换信息，并有其机密性的加密保

证。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电子平台到传统银

行部门的服务代来性质补充，将加密

货币引入银行工作，并帮助普通人在

日常生活中使用加密货币。



Wibcoin（WBBC）加密货币

目的和说明

“World Bit Bank” 项目引入了Wibcoin（WBBC），是一个基于Ethereum
区块链的令牌，它被设计为日常使用于数字服务（如付款，货币转换和价

值存储）的密码货币。

Wibcoin（WBBC）将成为WBB生态系统中所有经济交易的计算单位，并

将作为与其他数字服务互动的基础。

应用：Ethereum和ERC20标准

Wibcoin（WBBC）令牌将作为ERC20* 标准在Ethereum公共区块链上出

售。

Ethereum区块链是发行数字资产和智能合同的标准。 ERC20标准允许

您部署与Ethereum生态系统的现有基础架构兼容的标准令牌，包括开发

工具，钱包和交换器。



Ethereum区块链系统许可部署智能合同，实现复杂的密码货币的发行。 
具有先进功能和活跃生态系统的Ethereum是为Wibcoin（WBBC）的理想

选择。
 
* ERC20 是Ethereum令牌的标准。https://github.com/ethereum/EIPs/issues/20

将发行1.000.000.000.000 
Wibcoin
(WBBC）令牌。

 
所有的Wibcoin（WBBC）令牌都是

在转播进入智能合同时发行的。

https://github.com/ethereum/EIPs/issues/20


我们的优势

银行卡：

 
❖ “World Bit Bank” 加密银行将发行多种

VISA/Mastercard和其他支付系统的银

行支付卡，以来执行加密货币的支付。

❖ “World Bit Bank” 的银行卡将支持大多

数加密货币，比如Bitcoin, Dash, 
Ethereum（包括ERC20标准）等。这将使

“World Bit Bank” 的所有客户能够存储

并兑换加密货币。

费用：

业务和提款的佣金很低。

透明度：

整个事件历史的存取，即金钱交易，合同和其他记录 ，始终向“World Bit 
Bank”生态系统的所有参与者可用。



将开发“WBB Mobile Banking”移动应用程序，以进行国际支付。该解决

方案将转账的成本降低了90％，并允许您在大约三秒内完成交易。

下载移动应用程序后，用户必须填写他们个人资料的详细信息，然后可以

付款。

该应用程序将与PayPal，PayTM，ApplePay和其他支付系统整合。

“WBB Mobile Banking” 应用程序将许可付款发送到世界各国。

 

 

速度：

不受限制的立即加密货币付

款。

通过

NFC，QR，ApplePay，Android
Pay进行的非接触式付款。

“WBB Wallet” 钱包移动应用

程序。

“WBB Mobile Banking” 手机

银行。

与PayPal，PayPalTM 等第三

方支付系统的整合。



合法性，可靠性：

完全合法的加密货币，可用于商业和纳税。

“确保区块链技术无法对

恐怖分子提供帮助是对任何新技术的一个挑战。”
比尔·盖茨。

 
“法律领域正是加密货币的新未来将建立的基础，而每个人

都明白稳固基础的建设有多重要” 。 
 

Matthia Rottaggi，“Crypto Valley Association”，瑞士楚格州

 
欧洲金融市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几乎没有破产和欺诈案例。

“World Bit Bank” 加密银行将遵守欧元区和其他国家的所有法律，并根

据该国家批准机构颁发的许可证和执照工作。



兑换：

“World Bit Bank” 项目将在分布式注册表的技术，即是区块链技术的基

础上开发 “WBB Exchange” 软件产品，通过它将进行在线货币兑换业务

，包括加密货币（加密货币的购买和销售）。

 
访问：

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实时付款。

 
 
 

安全：

为了确保客户的加密货币存储的安全性， 
“World Bit Bank”  将使用区块链技术。

 
 



可靠的存款（数字资产的存储）：

在区控制访问，管理身份识别并作为受保护的事件日志的块链技术的帮

助下， «World Bit Bank» 加密银行将能够存储客户的信息和数字资产。

 



在您使用的VISA/Mastercard和其他支付系统

支付卡的加密货币

资金输入和提款的佣金很低

完全合法的加密货币，可用于商业和纳税

 

我们可提供的作为项目一部分的
服务

忠诚计划和现金返还计划

它自己的货币交易所

租赁公司

兑换（加密货币购买和出售）

接受任何加密货币进行付款（结算）



具有兑换和交易所功能的电子钱包服务

加密货币的信托管理和其他可能性

所有使用加密货币的经典银行业务

在线执行加密货币兑换交易



尽管采用了现代化的方法，项目的客户还是银行提供服务的人员和业务。

对于每个客户群都将提供特别有利的账户和使用其资产的选项。

加密货币银行的服务将提供给所有申请的人，但这些服务将特别有用为：

● 希望将密码经济引入企业并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操作的企业。

● 以加密货币接收付款并希望将其用于自己需要的自由职业者。

● 只希望使用自己的或我们的加密货币满足日常需求的客户。

● 希望合法化他们数字资产的企业和自然人。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们知道，创建一家许可用加密货币进行交易银行的想法不是新的，而且

相对值得注意的概念类似于由我们的专家团队提供东西的企图已被实施

，但无论如何，所有项目都处于停滞状态，因为有时是不够重视法律方面

，以及没有充分的有关银行业的了解。

 
对由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已经完成的工作进行详细分析后，我们

的产品组合包含现代客户和银行的业务必要的所有服务，既是进行交易

的全部合法性（该交易可以用在税务报告内）以及我们对使用的或托付给

我们的资金承担全部责任。



存款和贷款的有利条件

受法律领域的监管银行的存
在

加密资产的使用支持

可扩展性

具有银行执照

客户和财务机构可以访问的
实体分支机构

SWIFT，处理业务，收单业务

各个经济部门的融资

24\7可用性

一般银行 加密银行



在 PRE-ICO 内 我 们 吸 引 了 ：

SOFT CAP = 50万欧元，即相当于667.61 ETH（按照2018年4月6日的汇

率 为 300 欧 元 /1ETH）。

包括 «World Bit Bank»项目的营销，技术开发；“WBB Wallet”加密钱包

的开发；“WBB Exchange”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开发，"WBB Mobile 
Banking" 移 动 加 密 银 行 原 型 的 开 发 ， 工 资 基 金 。

HARD CAP =2500万欧元，即相当于33 380.51 ETH（按照2018年4月6日
的汇率为300欧元/1 ETH）。

它包括营销，购买一家银行，“WBB Mobile Banking”软件的开发；创建和

引入加密货币存款和信贷计划；“WBB Exchange”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创建

；“WBB - Found”加密货币基金的创建；“WBB Depositary”保存机构的设

立 （ 数 字 资 产 的 存 储 ）； 加 密 货 币 银 行 卡 产 品 包

（Virtual\Electron，Classic，Gold，Platinum）的创建和实现；工资基金。

PRE-ICO, ICO

一个Wibcoin（WBBC）令

牌的价格为1欧元



在ICO我们计划吸引：

SOFT CAP = 2.5亿欧元，相当于1 547 795.94 ETH（截至13.09.2018年
161.52欧元/ 1欧元）。

包括营销，购买9家运营银行，工资基金。

 
HARD CAP = 5亿欧元，相当于3 095 591.88 ETH（截至13.09.2018年
161.52欧元/ 1欧元）

 
包 括 营 销 ， 购 买 9 家 运 营 银 行 ， 工 资 基 金 。

据ICO的执行的结果和Wibcoin（WBBC）令牌出售的结果，将在不同的支

持加密货币的世界金融司法管辖区内创建加密银行的网络：美国、加拿

大、德国、瑞士、英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土耳其、巴西。

他们都将以“ World Bit Bank ”品牌运营



● 在任何销售点使用加密货币执行计算

的能力。

● 通过以债务形式发行数字资产来到他

们的项目或企业吸引资金。

● 参与交易所拍卖。

● 以减少的佣金执行操作。

● 使用加密货币接受所有传统的银行服

务。

在ICO之后，我们的客户将能够购

买在提供巨大商机的“World Bit 
Bank”生态系统中创建的多项服

务。



对购买1至10 ETH以及10 ETH或更多Wibcoin（WBBC）令牌的自然人和

公司客户将建议以免费发卡（VISA或MASTERCARD系统）的形式获得额

外奖金：

 

投资小于1 ETH的投资者将获得 «World Bit Bank»虚拟卡。

 
给所有客户（自然人和公司）提供使用加密货币将受到所有的古典银行服

务。

 
附： PRE-ICO和ICO项目中购买Wibcoin（WBBC）不提供投资者共享在该

文本提到的公司并项目利润的权利。

 

PLATINUM
 从 10 ETH  等等

CLASSIC 
从 1- 3 ETH

GOLD
 从 3 - 10 ETH



项目开发

我们怎样能影响实体经济的部门并扩大实施加密货币的范围？与每一天在

世界各地进行的通常现款交易相比，目前的加密货币交易是沧海一粟。因

此，在未来我们的项目将继续制定具体的协议，算法和软件，以许可处理此

负载。

然而，我们的解决方案将不仅包括协议，算法和软件等解决方案，也是我们

“World Bit Bank”生态系统的信息交换的可能性，而没有任何访问和实施

的限制与其他产品或系统进行工作。

吸 引 的 ICO 资 金 将 分 配 如 下 ：



 
未来，我们还计划建立用于主要工业目的区块链的更高安全，可靠性和生

产力的标准。

同样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计划与所有现有的基于其他技术的系统进行

区块链整合。

最终，“World Bit Bank”生态系统应该成为每个人必要的，允许您从一个

产品或系统切换到另一个产品或系统，从而提供移动性。

 



“World Bit Bank” 项目创建的加密银行将提供全方位的传统银行服务，

并在其活动中使用加密货币。

 
为此，“World Bit Bank”项目中计划：

在欧盟和全球10个国家购买活跃的银行;
使用银行执照;
使用获得的虚拟货币兑换授权，虚拟钱包服务– “Service of alternative 
means of payment”, “Currency exchange”，以能够使用不同的货币/ 加
密货币，而不需要与承包商合作减化国际交易。

 
«World Bit Bank» 计划与PayPal; PayTM等第三方支付系统进行整合。

 
除了传统的银行产品，“World Bit Bank”将向自然人和企业提供低成本

银行环境的个别解决方案。

结论



例如：

 
• «World Bit Bank» 将加速加密货币交易的处理。

• 就自然人而言， «World Bit Bank» 将提供存款（存储数字资产）的可能

性。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World Bit Bank» 将进行硬币(PRE- ICO/ICO)的初

始报价。 该提议是Wibcoin（WBBC）令牌。



Road Map

2016
成立了 “Vitsolutions”, LLC开发移动应用程序和金融技术的IT 
公司。

组建了一支银行专家和软件开发人员队。 开始«World Bit 
Bank» 项目的工作。

26.12.2017
签署了在欧洲购买银行的意向合同。

 

27.12.2017- 26.04. 2018
与投资者会面并将项目介绍给风险投资基金。

与项目的顾问和业务合作伙伴签署了协议。

制定项目实施的技术规范。

 



27.04.2018
以创建“World Bit Bank”加密银行原型开始PRE-ICO阶段：

在欧洲购买一家银行，进行银行的品牌再造和所有必要程序，以

“World Bit Bank”品牌推出第一家银行;
加 密 货 币 银 行 卡 产 品 包

（Virtual\Electron，Classic，Gold，Platinum）的创建和实现;
“World Bit Bank” 项目准备做ICO。
 

4Q 2018
退出ICO并实施Wibcoin（WBBC）令牌，以“World Bit Bank”品牌

在各个世界金融管辖区内购买9家银行。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

巴西，德国，土耳其，英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家购

买银行时都考虑了这些方案。



“World Bit Bank” 项目是一个为项目实施所必需领域的专业团队：加密

货币、银行、区块链技术、支付处理、在线营销和经济学专家。

 
团队

伊戈尔·罗曼尼科

在商业，国家和战略企业担任董事和高级经理职位有超过二十年的成功

管理经验，具有丰富的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经验。

“Vitsolutions”，LLC联合创始人 – 弗拉迪斯拉夫·罗曼尼科

银行专家 – 索洛维耶夫瓦西里菲利波维奇

项目经理 – 塔蒂亚娜•索尔达托娃

银行专家和副总裁 – 尼古拉·米罗什尼克

首席执行官“Vitsolutions”，LLC – 马克西姆·博伊克

弁護士 – 纳塔丽娅·亚布伦斯卡娅

律师，银行专家 – 阿丽娜·斯萨

联合创始人 - BrandU生产 – 谢尔盖·索科洛夫

高级网络开发人员 – 谢尔盖·库利克

网络安全 – 马特·马克

加密货币交易商 – 伊利亚·班杜拉

SMM专家 – 谢苗·拉扎科

SMM经理 – 森尼亚·得伊娜

Android开发人员 – 爱德华·萨东册夫

团队中有50多人

我们的团队



顾问

罗马·奥雷尼扩夫

塞巴斯蒂安福布斯

维克多Chow
斯利拉姆·文卡塔拉曼

专家

如珍册夫·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

艾查·埃马努尔先生

扎哈尔·得伊纳

尤利安·塞尔班内斯库先生

米哈伊尔·贝莱夫佐夫

丹尼尔·卡斯

安东尼·曼诺

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

谢尔盖·罗格威诺夫



在...的支持下



我们的细节

 
World Bit Group OÜ
registrikood 14417301
asukoht Parda  th 4, 411-1, 
10151 Tallinn Eston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