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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

有人曾经说过：“失败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决定。成功的人根
据他们想去的地方做出决定。”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目标，对
未来的愿景或至少一个关于前进的愿景。哪里。我们想要去或想要
完成的事情。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改变方向，我们很
可能在未来结束。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可怕的。

本书涵盖了ONPASSIVE业务解决方案的机会；如何潜在地提供我们正

在寻找的自由。如果您厌倦了像我这样的战斗，并希望您和您的亲
人拥有人身和财务自由，那么您需要意识到这一机会。因为，无论
我们是互联网营销专家还是“互联网冲浪”一无所知，这都没有关
系。不再。这可以是任何人的解决方案，因为世界在不断变化。这
意味着这是我们一生的机会，因为这家新公司将前所未有的技术与
人工智能（一种颠覆性技术）结合在一起。因此，它将在可预见的
将来改变整个在线营销动力。



100% Risk Free
GUARANTEED!

ONPASSIVE是一个非常真实的...
具有“点击即用”资产的Internet业务（物理和在线）
以及构成智能在线营销业务解决方案的一组产品。

这意味着从参加的第一天起，您可以避免担心不了解在线营销或不
了解在线营销，甚至避免被骗。该解决方案已经为您完成，并提供
100％终身保修（退款）。

正如您将学到的，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业务解决方案，它将
使每个人都成功，无论他们是谁或以前做过什么。每个成员，无论
是被动还是主动，都会自动成功！

然后您可以放松。
专注于您在这里阅读的内容。



我们有什么：
产品

首先，我将在这里简要介绍ONPASSIVE产品，因为似乎太多的人似乎不

了解该产品是什么。实际上，有些人仍然认为没有产品，这与事实相
去甚远。ONPASSIVE将提供的产品是术语“智能业务解决方案”中描
述的一组产品。ONPASSIVE的产品是一种智能的在线业务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一系列产品，包括您在线开展业务所需的一切。我们将在本
书中进一步讨论。当我们发布这个东西时，人们会对它的大小和能力

感到惊讶。

目前，我们拥有超过39,000个创始成员。对于尚未成立的公司，这是

闻所未闻的！但是，与我们要去的地方相比，这只是谚语中的一个
“滴”。ONPASSIVE系统将能够处理数百万个成员。您需要知道这一
点。使用正确的程序...正确的平台基础结构，您可以保留其核心，并

在程序中的组件过期或拥有新技术时更换它。这样，整个平台可以保
持活跃和尖端多年。甚至一辈子。这就是ONPASSIVE的构建方式。换句
话说，他的ONPASSIVE平台的核心是为未来构建的，已经被考虑用于全

球应用程序。



We are all in itWe are all in it

to win in!to win in!

每个人都会成功！

请理解，ONPASSIVE产品是由人工智能（AI）驱动的革命性，独立的在

线营销业务解决方案。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完整的业务解决方案。它
是使用人工智能（AI）从头开始开发的。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新技术，

可以无缝地集成到完整的系统中。它不是“冒充者”或“类似”产品。
因此，我们需要有远见的，有远见的思想家和领导者。我们希望吸引
那些表现出耐心和远见的领导者，他们可以为“桌子”带来价值和领
导才能，可以说这可以为整个公司增加价值。

We are all in itWe are all in it

to win in!to win in!
我们全力以赴，取胜！

使用此系统时，无论您在企业中处于何处，它都可以立即加倍努力，
使您能够以有利于取得成功的速度和方向前进。考虑一下这一点，如
果我们中的一些人不改变我们的战略或方向，我们可能会走向未来。
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不是一件好事



创建以确保其成员成
功和公司长寿的标准

如下：

全球
经济实惠
剩余的
自动化
即时付款
（无需批准）
无提现费
无限收益
可扩展

每次交易付款

该
被动业务
和付款计划



因此，让我们更多地谈谈ONPASSIVE的产品和期望。简而言

之，我们的产品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智能业务解决方案，它
将通过人工智能驱动的“多合一”系统来改变您的生活方
式，其中包括：

 旋转器，
 漏斗，
 登陆页面，
 大量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广告系列数据清除程序，
 联系人经理，
 自动回复，
 域名，
 域托管，
 网站创建者，
 网络研讨会托管，
 人群资金
 以及更多。

“您永远不会通过与现有现实作斗争来改变事物。要更
改某些内容，请构建一个使旧模型过时的新模型。”

富勒·R·巴克敏斯特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的在线营销系统
注定要使过去的在线营销标准过时



我们的新模型之所以独特，是因
为：

1.我们为有业务的人们提供一个使他们更加
成功的平台。我们寻求增加他们的人数。

2.我们为那些在在线营销方面没有业务或成

功的人提供即插即用系统，以确保他们的
成功。我们寻求帮助他们获得丰富的财富。



Lorem ipsum

我们在大约200个国家/地区中开展业务，这使我们在
启动之前就已经成为真正的全球业务。

我们是完全合法的-全球

我们完全合规-全球

我们正在将在线营销模式转变为新的世界标准

我们不会被政府关闭；他们将使用我们的产品！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
比较列表！

互联网的当前模型：

基于竞争与冲突

97％是骗局

变成钱坑

需要销售

需要招聘

工具是单独获得的

额外的工具需要额外付费

没有保证

坑贩子互相反对

根据自己的努力付费

ONPASSIVE 的新模式：

基于互惠互利

真实的业务，产品和人员

自资;付钱给您使用

营销人员不出售

营销人员不招聘

包括成功的所有工具

所有工具价格低廉

100％退款保证

营销人员不参与竞争

革命性补偿计划



如果您是营销人员（网络，成员，多层，直销等），则无需告诉您这
是什么意思。启动后，您可以选择或使用自己的域。这不是ONPASSIVE
的业务，而是您的业务；这是你的事。ONPASSIVE将为您的业务发展并

打上品牌。它包含构建和使自己在发展自己的业务中更加成功所需的
所有工具。

如果您不是营销人员，则意味着您将自动营销ONPASSIVE业务解决方案，
并在ONPASSIVE建立业务时产生每月的收入增长。如果您不想这样做，
则不必招募，出售，提升或任何其他方式……但是如果您这样做，您
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放松。
成为创始人

大发射之前！
我们帮助您成功！

将各个部分放在一起，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业务解决
方案，该解决方案使每个人都能成功，无论他们是谁或以前
做过什么。每个成员，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都将自动成功
。



ONPASSIVE根源：
关于我们老板的一点点

好吧，既然我们已经处理了一些我们感兴趣的关注点，我可以说我
相信ONPASSIVE及其领导者，GoFounders以及随后的visons扩展的开
始将会震撼整个在线社区。

如果您开始关注这一愿景，我相信您会同意ONPASSIVE将成为在线营

销行业的全球新领导者。但真正的英雄将是那些使用这个系统来建
立自己的企业并为世界增加价值的人。然而，公司和系统是由其
“Brainiac”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Ash Mufareh先生的努力带给我们的。

但在你去寻找一些互联网大师之前，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他的事情。
Mufareh先生是一名家庭成员;他有一个妻子和孩子。他拥有美国洲
际大学的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硕士学位[甚至在哈佛大学，专门从
事在线商业创作]。从我所看到的，他非常了解在线平台和相关软
件;这就是他“生活”的地方，可以这么说。它就像水中的鱼......是
的，当谈到互联网时，Mufareh先生就是这样。



换句话说，他参与了几家在线联盟营销公司，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最值得注意的是，我认为他在Global Domains International（GDI) 在
ONPASSIVE之前，他从未拥有和经营自己的公司。

另一方面，Mufareh先生也看到了该行业的困难时期;非常困难的时候。
作为联盟营销人员，他经历过许多你和我可能拥有的相同的事情。平
台或系统之类的东西不起作用或成为骗局。他甚至有数千人被带走了
他的团队;被盗。

无论如何，除了教育之外，他的故事就像你的，我的，以及无数其他关
于欺诈和欺骗的故事，我们常常称之为“骗局”或“计划”。我相信我们
也可以讲述这些遭遇造成的个人和经济损失的故事。让我们面对现实
吧，97％的一切都看起来像一个骗局，旨在让你变穷，或者更糟，从你
身上偷走。

这就是他开始ONPASSIVE的原因;发展一家每个人都能取得巨大成功的
公司。



因为正是这些学习经历促使Mufareh先生创建了这家非凡的公司
ONPASSIVE。这些经历也为巩固其经营理念并确保其稳固地铺平
了道路。我说，Mufareh先生的ONPASSIVE，以及GoFounders，在

其系统和活动的结构中，从兼职帮助到核心程序员以及其间的
所有地方都融入了诚信和道德。它反映了他的内心，是他的生
活方式。

当然，ONPASSIVE尚未推出。但它是一线领导者......我和其他早期
创始人......已经非常活跃了大约一年。我们主要从后台运营，以
表达邀请更多的目的。

所以，如果你
说是的
神奇，

你是对的！
功能>
公平>
技术>
赔偿>

我们希望你作为创始人



Gofounders网：
后台

后台平台是一套完整的在线工具，由ONPASSIVE专门为其创始人开发;而且
只有它的创始人。 （我们稍后会谈到的会员，与创始人不同，将无法访问
此资源。）后台是一个非常动态的平台，其中包含用于GoFounders计划的
强大工具。简单 - 我们邀请创始人 - 会员[通过个人邀请完成]。

后台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在线空间，创始人可以与其他创始人进行社交互
动。为了让您更好地了解GoFounders lat形式，让我分享五个常规资源类别
中列出的目的：

1.在我们准备发布之前，它有助于自动化GoFounders系列中其他人的进入。

2.它提供促销链接。这些是在ONPASSIVE Rotator 中使用的相同链接，用于将
Sprint-Marketing Campaign中的潜在客户置于创始人团队中。



-

3.它充当选择自行晋升的早期创始人的基本联系人管理器，还提供访问个人和团队
资料的权限。

4.它提供了与员工，技术支持和其他创始人联系的渠道，同时提供了符合法规的营
销材料。

5.它提供了一个访问当前和过去的公告，网络研讨会时间表，过去记录的网络研讨
会和其他事件，可用下载，教程，常见问题和推荐的地方。

GoFounders后台仪表板截图



最高领导者
创始人职位

截至2019年9月中旬，GoFounders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全球有
39,000多名会员。这些是创始人成员...一线领导者，他们将根据该领导
者容纳所有其他分支！

广义上讲，当您接受“早期创始人”职位时，您将被置于ONPASSIVE 的
最高领导层。这是公司最高的1％领导者，而这些领导者下的团队实际

上是通过免提活动为您打造的。这是通过在全公司范围内使用四，五
家世界上最好/最大的数据交换公司进行的营销活动来完成的。这些活
动由ONPASSIVE 开发和拥有的专有数据库“喂食”，该数据库包含了难

以置信的行业特定线索。在公开发布之前，现有创始人和公司活动的
主要目的是邀请其他创始人。所有创始人职位均基于以下排名：
1.获得职位的日期，以及
2.他们亲自赞助的付费创始人的数量。

因此，如果您是一位道德和道德上的领导
者……一个有耐心和精力的领导者……我

们希望您担任这些职位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里，您可以最好地帮助公司发展，同
时也帮助他人发展更健康，更富裕的生活
方式。通过研究这种领先的ONPASSIVE 机会，

寻找与您相同的生活方式。早期创始人职
位以及将推动其最终成功的运动，构成了
重要的在线营销里程碑，并带来了巨大收
益。



为了透明起见，Founders并没有获得报酬以将新创始人带入GoFounders家
族。

创始人为招募新创始人所做的任何活动完全是由于个人渴望通过聘请新领导者来了解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对于网络研讨会，演示文稿，出版物
（例如电子书，幻灯片等），视频，广告系列或电子邮件，或任何其他此
类工作或媒体，都是如此。通常，所有费用均由方正免费提供。但是，随
着新创始人接受邀请并被带到GoFounders家族中，他们将被放置在邀请他
们的Founder团队中。这可能很重要，因为每位新创始人都将成为邀请方将
来的潜在收入来源。

在启动之前，该公司将举办一次活动，邀请新创始人加入现有创始人。在
启动时，新的Founder职位将终止至少六个月.* 在此期间，ONPASSIVE 的活

动将针对招募成员。新成员将加入所有创始人团队。同样，在创始人或公
司成立之前被成功邀请

（

和分组）的每个创始人都可以成为创始人的独立
财务支持。

*发布后，Founder位置可能不再可用。如果是这样，它的价格是$ 997.00












在发布之前被介绍给GoFounders的新创始人将被安排在Founder团队
中。换句话说，Early Founders团队中将有一些新的创始人。目前，
方正的持仓价格为$ 97.00。

此项费用可为您提供创始人职位；而已。它不包括输入矩阵（稍后
说明）。

 使用独家创始人网站
 团队建设
 首次访问平台
 优先定位
 内圈成员
 Beta测试：集思广益，
 给予反馈
 再加上很多。

 这将超出您的期望！

一些创始人
好处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机会，而且
具有非常真实的好处！



补偿：矩阵

要在ONPASSIVE 中赚取佣金，您必须为所购买的每个套餐维持有效的订阅。
共有4种不同的套餐（$ 25.00，$ 125.00，$ 250.00和$ 500.00）。以下页面

和图表将显示您如何从一个软件包升级到另一个软件包。购买包裹时，您
会被放置在该特定包裹的“公司范围”矩阵中。您可以单独，一次或通过
使用当前活动包装中的可用利润（通过可用的自动过程）来购买包装。无
论如何，所有成员（包括现有的和后来的创始人）都将在7天的免费试用
期内开始。如您所想，该试用版可免费提供7天的业务参与 换句话说，
当某人想要查看我们的业务解决方案产品时，他们将获得7天的免费试用

期。在该试用期内，他们将被添加到邀请方正的个人团队以及整个公司的
矩阵中。在矩阵中，他们将有机会（从广告系列中）接收溢出的会员并累
积佣金。

金赔偿



但是，他们将无法使用这些佣金，直到他们为AFFILIATE套餐支付了25美元

的费用。一旦完成，称为“激活级别”，累积的佣金将释放给他们。如果

免费试用期用完并且尚未激活下一个级别，请将其移至矩阵的底部，其他

人可以使用原始点。通过选择激活时间并为下一个更高的软件包付款，您
可以手动完成每个更高的软件包升级，或者通过允许 ONPASSIVE自动升级您

的利润来自动增加到更高的一个软件包。如果它是自动完成的，则一旦您
有足够的收入前进到下一个更高的套餐，您就会立即被下一个更高的套餐
激活。

在下面的图表中，这些图表显示了矩阵的不同级别及其相关的支出，我将

使用第一到第三级别来解释可以赚到的钱。（显然，免费会员现货实际上

是在指定时间内保持会员资格的一种方式，而没有任何级别的激活活动。

因此，没有图表显示免费会员资格或与该免费会员有关的任何活动。）

)



重要提示：我们需要记住，填补职位需要一些时间，这取决于各种因
素。例如，我是一位创始人，加入人数接近5,000，因此只有在与我之
前加入的5,000名创始人中的每一个都被放置一个成员之后，我才能获

得第一位成员。这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营销活动的规模，持续时间和
市场饱和度。

重要提示: 为清楚起见，如果会员想购买更高级别的软件包，而不是等

待系统自动升级，则必须按顺序购买软件包。例如，当我们准备好时，
我的意图是购买前3个包裹。这意味着我将需要依次购买25美元，125
美元和250美元的套装，总价为400美元。如果我选择直接购买最高套
餐[价格为$ 500]，则需要购买全部4个套餐，总计$ 900。



免责声明：

收入根据每个会员的努力
而有所不同。提出的收入
索偿无意作为收入担保；
相反，它们旨在让您对可
能的想法有所了解。与任
何企业一样，ONPASSIVE的
成功需要努力，投入，领
导和渴望。

程序包就这样设置。
免费会员进入AFFILIATE $ 25.00礼包

1级，有3名成员，每月支出$ 6.00

2级，拥有9名成员，每月支出为$ 27.00

3级，有27名成员，每月支出$ 54.00

在此示例中，由于按当前和以前的级别支付会员费用，所以每月仅支付总
计$ 87.oo（6 + 27 + 54）



重要提示：仅前三名（专业人士，领导者和大师）套餐提供有保证的每
日流量。

会员晋升为PRO $ 125.00礼包

1级，有3名成员，每月支出$ 30.00

2级，有9名成员，每月支出$ 135.00

3级，有27名成员，每月支出$ 189.00

在此示例中，由于在PRO软件包的所有3个级别上都向会员付款，所以每
月赚取的总金额为354.00美元； （30 + 135 + 189 = 354）。但是，会员
还可以从AFFILIATE套餐中获得收益，这反映了每个套餐中前三个级别的
每月总支出为$ 441.00。
（6 + 27 + 54）+（30 + 135 + 189）= 441



PRO成员可升级到LEADER $ 250.00礼包。

1级，有3名成员，每月支出$ 30.00

2级，有9名成员，每月支出$ 225.00

第3级，有27名成员，每月支出为$ 270.00

在此示例中，由于在LEADER套餐的所有3个级别上都向会员付款，所以每
月赚取的总金额为525.00美元； （30 + 225 + 270 = 525）。但是，会员还
可以从AFFILIATE软件包和PRO软件包中获得收益，这表示每个软件包中的
前三个级别的每月总支出为996.00美元。 6 + 27 + 54）+（30 + 135 + 189）
+（30 + 225 + 270）= 996



LEADER成员将升级到MASTER $ 500.00套餐。

1级，有3名成员，每月支付$ 60.00

2级，有9名成员，支付$ 270.00

3级，有27名成员，每月支付$ 405.00

在此示例中，由于在MASTER套餐的所有三个级别上向会员付款，
每月赚取的总金额为$ 735.00；（60 + 270 + 405 = 735）。但是，
会员还可以从AFFILIATE软件包，PRO软件包和LEADER软件包中受益，
这表示每个软件包中前三个级别的每月总支出为$ 1,701.00。

（6 + 27 + 54）+（30 + 135 + 189）+（30 + 225 + 270）+（60 + 270 
+ 405）= 1701

一生的所有剩余收入！



在活动启动之前的某个时间，活动将招募更多创始人，
并将他们纳入现有的Early Founders团队。这是不止一
次提到的关键点。

一旦ONPASSIVE向公众开放，Founder的机会将再也无

法获得。在发布后的头六个月中，该公司将通过邀请
数百万其他成员加入以建立Founder团队的计划。由

此产生的新成员将当时可以用来在所有现有创始人的
带领下建立团队。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些好处：

• 任何原因的基金解决方案
• 立即付款
• 每天支付无限的剩余收入
• 为您完成的顶级营销自动化
• 保证访问者和注册
•



因此，如果您有可以从中受益的朋友或家人[我无法想象任何人
都不会]向他们展示这个机会。立即注册或尽快注册，以便当
ONPASSIVE向公众开放时您不会失去机会。

您必须同意，该业务解决方案可以在为任何人建立财务组合方面
提供巨大优势。这也是设计。请记住，您不需要邀请或招聘。但
是，我们建议您这样做，因为它可以更快地积累您的财富。想一
想。作为创始人，您将获得丰厚的收入。如果您仅招募一位创始
人，则您的收入可能翻倍。



请记住，团队中的每位创始人都会为您带来潜
在的收入来源。如果您决定与他人共享并邀请
他们加入您想做的事，那就去做。我建议为买
不起的人买一。我有;感觉不错。

无限！

仅适用于创
始人。



人工智能：
机器的崛起

我相信您听说过人工智能。也称为机器智能。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它
是指由机器而不是具有较高思维能力的人或动物显示的情报。人工智
能是当前使用的最重要的中断技术。我说这的原因是因为 ONPASSIVE使
用人工智能。 ONPASSIVE编写了这些程序，并拥有其系统的所有技术；

它是专利和专有。关于您将要使用的系统的确切性质和组成，我无法
多说，但请放心，它们将完成我已经说过的所有工作……等等。

未来就在这里。我们的系统将...

建立您的团队并发展您的业务。
提供无限的轮换，新鲜的网站，

和目标页面。
自动将流量发送到您的网站！
为您无缝注释，转换和招聘。

使用人工智能开发

。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100％无债务！考虑一下。您知道有

多少新的，在全球运营的公司完全没有债务吗？您也许可以一方
面计算它们。

此外，我们的业务非常“清洁”。这意味着我们拥有由平滑，集
成的组件和前所未有的技术组成的真实且可持续的产品，这些技

术可以非常顺畅地运行在一起。

我无法告诉您 ONPASSIVE 业务解决方案可以做的所有事情。 （我什

至不知道它能做什么。）但是，如果您对任何形式的在线营销都
缺乏经验，那么您应该熟悉其中的一些术语。

考虑到这一点，请放心，您可以想像得到的一切都可以用于开展
在线营销业务.但是，如果这些术语对您没有任何意义，那没关系，

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系统仍将为您完成所有工作，因此请放松。
记住口号：“一切都为您完成。”您知道“全部”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全部都意味着一切。我们是认真的。

•联系人经理
•拆分测试
•直接购买
•挤压页面
•转换率
•旋转器
•漏斗
•会员软件
• 更多..

•交通
•招聘
•矩阵
•商人
•利基
•加入率
•横幅广告
•销售
•登陆页面



因此，如果您位于或希望进入会员，网络或什至多层营销领域，这就是您
的解决方案。 ONPASSIVE可以为您提供基于3X Matrix的全自动，永续经营

的业务模型。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公司将在您下面直接放置三个人，然后
在每个人下面放置三个成员，然后在每个人下面放置三个成员，依此类推，
直到至少十个级别。该图显示了前三个级别。

自自筹筹资资金金解解决决方方案案
您您自自己己的的财财富富组组合合
为为您您建建立立任任何何业业务务

你你控控制制你你的的钱钱
您您需需要要的的每每一一个个有有用用的的工工具具

从从未未见见过过的的专专有有技技术术
100％％免免提提

您可以将25美元变成一百万美元...
一生的剩余收益！

全全
部部

为为
您您

完完
成成



这些成员中的每一个都购买了一个自动化平台，每月订阅费从25美元
到500美元不等。我的朋友，这意味着许多人将直接为您的收入来源

做出贡献。他们的“租赁”平台提供了自动化在线营销所需的所有工
具，这意味着他们物有所值。不用说，ONPASSIVE 是出色的独立业务，
它将为您提供大量的剩余收入。

从从实实力力开开始始，，成成功功完完成成！！



最后，请记住：剩下的就是收入。在您的余生中，它将每月为您量
身定制。实际上，它是可继承的。您可以将其留给您的朋友或家人...
或任何您想要的人。但是您必须决定采取行动，因为您可以想象这
些高层领导职位将永远不会出现。

上帝的话

“……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高尚的，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纯净的，
什么是精致的，什么是令人钦佩的-
如果有什么好东西或值得称赞的东西，
考虑这些事情。（腓立比书4：8）

这节经文很重要，因为这段经文反映了ONPASSIVE的核心理念。当您

听穆法里先生的讲话时，他所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心。他不相
信消极，咬人，抱怨[并且不代表ONPASSIVE的行为；来自创始人或其
他任何人。 ]。另一方面，他确实相信互利，祈祷和信仰。

因此，如果您真诚地希望在帮助周围的人成长的同时取得巨大的成
功，那么这就是给您的。同样，如果好事是您正在考虑并试图在生
活中产生，发展，展示或体现的事情……那么您就是我们所寻找的那
种领导者。



中断创新：产品或服务最初植根于市场底部的简单应用程序中
的过程（通常是通过降低价格和访问条件），然后无情地进入
高端市场，最终取代现有的竞争对手。它们不是使优质产品变

得更好的突破性技术。

我们拥有更优质，更便宜且更
容易获得的产品。

ONPASSIVE IS DISRUPTIVE!



范式转变-新品种

您可能听说过与金融有关的“独角兽”一词。 2013年，Venture-

CapItalist Aileen Lee撰写了一份报告，介绍了不到10年的创业公司，

其市场，收购方或私人投资者对这些创业公司的估值达到或超过10

亿美元。她称这些创业公司为“独角兽”，以表示它们的统计稀有

性，因为成功的创业公司极为罕见！尽管稀有度有所降低，但全球

范围内仍然只有370多家“独角兽”。该报告的目的是在创建10亿美

元创业公司的人们之间找到相似之处，而不是为了发现这些创业公

司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些创始人的长远眼光，承诺和能力，从金

钱，产品和人员方面几乎没有发展到目前的独角兽公司地位，足以

说明很多问题。凭借我们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Ash Mufareh先生的愿

景和承诺，ONPASSIVE将迅速成为世界级公司，成为每天在全球经济

中交流的“独角兽”，这就是为什么您在这里！



7380 w sand lake Rd, Orlando, FL 32819

图中是我们的地点之一，
奥兰多佛罗里达州之一。



不要再花时间考虑它了。放开恐惧。不要因为想象力差而错过它。了解愿景，获取
信息并决定今天加入我们。这实际上将改变您的生活和生活方式。

祝福和...

谢谢…
有关阅读

这次机会。

您在其中赢得胜利！

您可以免费注册以保留追溯注册的日期，也可以通过支付97.00
（发布前）成为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