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屡获殊荣的公司参与提升Est8的独特设计
• 展开快速筛检，打造无冠病的工作环境
• 集团在疫情期间取得卓越的业绩

本期其他内容:

Parc3荣获
永续发展奖项



本期的《Property Trust》也着重介绍我们委任亚洲顶尖
的室内设计公司之一Ministry of Design (MOD)与我们合
作完成我们在巴生谷的第三个项目士布爹Est8。

总部设在新加坡的MOD是一家屡获国际大奖的建筑与室内
设计公司。与这样一家享有盛誉的设计公司合作，将有助
于我们进一步提升Est8的公共区域装潢、空中花园和设施
空间的设计美感，进而为购屋者营造真正具标志性的全方
位生活体验。

所有这一切都符合我们的核心“共享价值”理念，即我们
拿得少，这样我们便可以通过具有持久价值的优质设计、
特色和设施为我们的买家提供更多好处。

你可以在第4至5页读到更多关于合作的信息。

Parc3的永续性设计以开创性的我的居家庭园(My Home 
Garden)概念为特色，围绕着融为一体的广阔综合性景观
与社区式庭园。

这是Parc3能赢得 iProperty奖项的特点之一。

Parc3其他重要的具永续性特色包括其模仿大自然水流的
独特波浪形建筑结构，以及在整栋建筑物内循环自然、有
益于健康的空气的自动冷却系统。

此外，Parc3还拥有马来西亚用于住宅发展项目的最大件
公共艺术雕塑。

自冠病疫情开始以来，我们的团队也为发展项目增添了一
些防冠病特色，以进一步维护居民的身心健康。

所有的这些特色无缝结合，打造出真正具标志性的住宅建
筑，提供自然和健康的城市生活。

我们真的很荣幸获得这个奖项。连同优宾在过去一年里获
得的其他备受瞩目的房地产行业奖项，这项荣誉不仅证明
了我们独特的家居设计方法，而且激励我们在未来的项目
中做得更好。

随着Parc3的施工即将完成，我们迫不及待地想与你分享
这个获奖发展项目的更多照片。

董事经理 
献词

当我们在2015年将足迹扩展至巴生谷的房地产市场时，我
们承诺将通过创新和永续发展的最佳结合来实现我们创造
独特生活的愿景，并在此过程中为购屋者和社区提供具有
持久价值的房屋。

如今，随着吉隆坡南区Parc3在2021年iProperty发展卓越
奖中赢得了最佳永续高楼发展奖，我们正在继续实现这一
项承诺。

这一个重要的奖项以及里程碑更进一步突显出我们在吉隆
坡的成就，以及我们为永续城市生活设定的大胆、新方向
的承诺所获得的关注。

这是优宾集团的一个重要奖项
和又一个里程碑，这突显出我
们为永续生活设定大胆、新方
向的承诺。

拿督马学里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

EST8的新设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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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T 8  @  S E P U T E H

屡获殊荣的
设计公司
提升士布爹EST8
的生活体验

为了打造独特、标志性的住宅产业，优宾已委任亚洲顶尖
的室内设计公司之一Ministry of Design (MOD)，在即将
开展的第三个吉隆坡项目里主导公共区域装潢、空中花园
和设施空间的设计工作。

毗邻谷中城购物和娱乐中心的士布爹Est8预定在今年年
尾推出，项目各方面的敲定工作都已接近尾声。

MOD是一家综合性的建筑与室内设计公司，曾两次赢得
新加坡总统设计奖、三次赢得纽约金钥匙奖，并以迄今为
止获得的137个奖项被美国国际设计大奖评选为“年度设
计师”。

MOD的创始人兼设计总监Colin Seah表示，他们很高
兴能与优宾集团合作提升此项目。

“在重新定义空间时，我们很喜欢质疑当代设计的内在
潜力在哪里，再以创新的手法重新定义我们周围的世
界。换句话说，我们要创造真正的改变，而不是为了追
求新奇而改变。”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打造一个令人惊喜的家，还要为
居住其中的人提供一种全方位和令人对生活充满正能量
的体验。”

优宾集团营销主管拿汀颜爱玲说道：“有机会与这样一
家久负盛名的获奖设计公司合作，以帮助提升Est8的投
资价值和经验，对我们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里程碑。”

“MOD的任务是主导Est8 公共空间和设施区域的开创
性设计，充分提升产业的宜居性、功能性和美感。”

若你想更加了解该项目，请联系

+6017-275 7188

Ministry of Design的主要成员

MOD设计的一些本地和国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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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 C 3  @  K L  S O U T H 

Parc3荣获
2021年最佳永续
高楼发展奖

优宾的项目继续赢得好评和重要奖项。

吉隆坡南区Parc3——优宾在巴生谷的第二个项目，在
2021年iProperty发展卓越奖中被评选为最佳永续高楼发
展奖的获奖者！

这个著名的奖项，以及优宾凭借Parc3和孟沙南区Novum
所赢得的其他备受瞩目的奖项，都突显出优宾在房地产发
展和设计方面的创新方法在大马受到最高级别的认可。

2021年最佳永续高楼发展奖的评委们将Parc3的开创性生
态设计以及创新的景观和社区花园，列为优宾赢得梦寐以
求的永续发展奖项的原因。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表示，该公司非常荣幸获得
此奖项，它充分证明了参与项目的每一个人的努力和投
入。

“作为一家房地产发展商，我们肩负着让尽可能多的购屋
者享受到永续生活的重大责任。Parc3经过精心设计，旨
在提高城市绿色生活的标准，同时以实惠的价格提供优质
的建筑、便利设施和生活方式。”

“我们期待在吉隆坡的未来项目中，为永续房地产设计制
定更高的标准。”

这奖项是Parc3所获得的第二个久负盛名的荣誉。Parc3
在2019年Propertyguru亚洲房地产大奖获颁最佳景观建
筑设计组别的推荐奖。

Parc3的施工进度良好

优宾集团发布了标题为“充满变数的一年”的2021财政年
年度报告，着重说明集团在冠病疫情所带来的重重挑战下
仍然表现强劲。

年度报告强调，冠病行动管制给集团带来了重大障碍，特
别是在其启动和营销房地产项目，以及按时执行施工进度
计划的能力方面。

然而，尽管受到与冠病相关的干扰，集团还是挺过了这些
难关，并持续达到重要的销售和施工里程碑。这进而为
2021 财政年带来强劲的收入和利润增长，主要归功于其巴
生谷房地产发展项目的强劲收益，以及集团位于吉打州的
北马房产部门的收入好转。

“我们在疫情中成功地朝着明确的方向前进，无论是作为
公司员工还是个别员工，这都是我们有能力以积极主动的
方式应对和适应挑战的成果”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
里在报告中说道。

优宾集团报告
卓越的2021财政年度
财务业绩

优宾集团2021年度报告封面

公 司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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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病疫情和为了遏制病毒传播而实施的行动管制
继续影响着无数人的生计。

为了帮助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优宾在最近几个
月向多个社区组织伸出了援手。

优宾向有需要
的群体伸出援手

捐赠了RM2,000给马来西亚诚爱残障
收留社(Persatuan Kebajikan Chen 
Ai OKU)，一个为社区里弱势的残障
人士提供长期协助的非盈利组织。

马来西亚
诚爱残障收留社

捐赠了一台价值RM3,700的笔记本电脑
给一位来自贫困家庭的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SPM)全科A考生Ms. Tang Jing Boon。
这项捐赠由佛教慈济基金会马来西亚分
会(Buddhist Tzu-Chi Merits Society 
Malaysia)安排，以鼓励 Ms. Tang继续努
力学习，取得更好的成绩。

赞助笔记本电脑

企 业 社 会 责 任公 司 新 闻

随着唾液快速检测试剂盒在马来西亚获得认证，优宾对其
北马区工地员工进行大规模检测，以确保工地的安全并预
防病毒的传播。

这项经政府批准的检测需要受过特别培训的人员方能执
行，其准确率为 96%。

四名优宾的员工被遴选去参加特别培训，他们是Mohd 
Izzatul Naim, Norsharimah, Felycia Ooi和Yeap Li 
Kun。

之后，他们在优宾的Taman Kelisa Ria、Bandar Seri 
Astana和Padang Serai建筑工地展开了大规模筛检。

所有检测结果均呈阴性。

优宾继续采取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对其工地员工进行
大规模检测，以保护他们与社区的健康和安全。

优宾对北马区工地员工
进行“冠病抗原唾液检测”

优宾员工学习如何进行冠病抗原唾液检测。

优宾北马地区的全部建筑工地员工被检测为阴性。

马来西亚诚爱残障收留社 。

Dato’Beh将笔记本电脑移交给 Ms.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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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经理 Encik Noordihan将饮水机移交给医院工作人员。

优宾员工将轮椅移交给MPSPK官员。 

捐赠了RM10,000给佛教慈济基金会马来西
亚分会(Buddhist Tzu-Chi Merits Society 
Malaysia)，用于购买一台饮水机和个人防护
设备送给吉打州双溪大年苏丹阿都哈林医院
(Hospital Sultan Abdul Halim)。饮水机会放
置在冠病患者的隔离病房中使用。

双溪大年
苏丹阿都哈林医院

捐赠了五架价值约RM2,000的轮椅给瓜拉
姆拉(Kuala Muda)与莪仑(Gurun)疫苗接
种中心。这项捐赠由吉打州双溪大年市议会
(MPSPK)安排，这些轮椅将被用来帮助那
些前来注射冠病疫苗却行动不便者。

瓜拉姆拉与
莪仑疫苗接种中心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优 宾 北 马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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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优宾集团
的幕后功臣

建筑设计师

Haninahlah

冠病疫情对旅游业和酒店业的打击尤其严重。在过去一年
半和可预见的未来，行动管制意味着游客量大幅减少。

Cinta Sayang度假村与大马的许多其他酒店经营者一样也
不例外，在不断演变的冠病形势下面临诸多挑战。

度假村正积极响应新型酒店服务，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它已经开始为客户提供得来速购餐服务，如今也根据政府
的规定，为住家方圆10 公里内的居民提供外卖服务。

得来速服务时间为早上11点至晚上7点半，外卖服务时间则
为早上11点半至晚上8点。

度假村在酒店大堂前设置了许多现场烹饪的摊位。它们全
天候提供每日更换的各种美味又经济实惠的餐饮选择，得
到了周边社区强烈的积极反应。

它还推出了一项特别的外卖服务——“送上门的火锅和烛
光晚餐”，供情侣或家庭在他们自己舒适方便的家中庆祝
特别的日子。

Cinta Sayang度假村热烈欢迎两位新成员
加入其管理团队，他们分别是财务副总监Mr 
Marvin Lee（协助总经理进行财务管理），
以及人力资源副总监 Mr Noor Azhar（在职
场文化方面协助行政总监）。

冠病疫情下的
CINTA SAYANG度假村 

我大约在四年前加入优宾。作为一个负责项目与设
计的建筑师，我的职责包括设计管理、设计绘图、
权限管理和完成提交。我也必须确保所有北马房产
项目的设计成功完成。  

你在优宾所担任的角色和职责是什么？
你加入公司有多久了？

我热爱艺术，所以真的很高兴能从事项目设计。
我也喜欢参与需要创意的活动，例如SPARK Box 
Park的横幅设计、儿童杯子蛋糕装饰创作坊、圣诞
饼干装饰创作坊以及优宾填色比赛。

工作中的那一部分最令你享受或感
到有趣？

我只有一个大梦想——为自己和家人设计并建造一
所受大自然启发的房子。

能告诉我们，你的愿望清单上的前三项是
什么吗？

妈妈做的菜永远是最好吃的 – 虽然这句话很老套，
但确实如此。我妈妈非常擅长烹煮马六甲酸辣鱼
(Asam Pedas Melaka)，这在北马地区很难吃得
到。

你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

我喜欢做手工。制作手工艺品、烘焙和缝纫能让我
放松心情。

最想做些什么来度过你的闲暇时光？

你最近有过什么最难忘的经历吗？

就在2021年开斋节的前四天，我被确诊感染了冠
病。由于失去嗅觉和味觉，我无法享用开斋节的传
统美食如马来粽(ketupat)和仁当 (Rendang)。除
此之外，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没有两个儿子和其他家
人的陪伴下度过开斋节。

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任何严重的症状，在家自我
隔离三周后便完全康复了。

C I N T A  S A Y A N G  最 新 动 态 优 宾 人 物 专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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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更健康
的简单方法

健康饮食依然是维持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在疫情期间更要如此。

充足睡眠、运动或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

但是，摄取营养丰富的饮食，增强你的免疫系统，并帮助抵抗疾病更重要。

以下是一些有助于健康饮食的小贴士。

慢慢吃
许多研究显示，慢慢吃可以增强饱腹感，从而减少食量、
降低卡路里摄入量并更好地维持体重。

一个很好的建议是，每一口食物要咀嚼32下左右，或10到
15秒。咀嚼是消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因此当你正
确并缓慢地咀嚼食物时，你的身体将能够更好地吸收食物
中的营养。

先吃蔬菜和蛋白质
你用餐时的进食顺序在长时间后可降低你患上糖尿病的
风险，并减轻你的体重。研究表明，在摄取碳水化合物
之前先吃蔬菜和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胰岛素峰值和稳定血
糖，这对那些想要减肥的人士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个很
好的建议。

常备一些健康零食
其中一个避免不健康饮食的方法就是在身边常备
一些健康零食。坚果、新鲜水果或干果、有益健
康的谷物棒、水煮蛋，甚至不加糖的爆米花都可
以帮助你增加能量，使你保持饱腹感，并为你的
身体提供所需的营养。

从不错过早餐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富含营养的早餐有助于启动
你的新陈代谢，让你一整天都活力充沛。

早餐的绝佳选择是鸡蛋或希腊酸奶等高蛋白食物。你也可
以将它们与亚麻籽、奇亚籽或水果等高纤维和高维生素食
物进行搭配，做成一道营养均衡的早餐。

减少糖摄入量
糖在食物中无处不在，且经常是导致不必要的体重增加和
慢性疾病发生的原因。虽然我们很难避免吃下含糖食物，
或者抗拒甜食的诱惑，但是尽可能减少添加糖的摄入量极
为重要，因为我们往往摄入了超过身体所需的量。

糖在食品成分标签上有许多名称，令人难以识别。你可以
留意一下任何以“ose”结尾的名称——包括果糖、葡萄
糖、蔗糖、麦芽糖等，然后减少食用含糖量高的食物。

参考来源:
https://www.healthline.com/nutrition/healthy-eating-tips#TOC_TITLE_HDR_6
https://mp-body.com/ask_the_dr/vegetables_first
https://news.weill.cornell.edu/news/2015/06/food-order-has-significant-impact-on-glucose-and-insulin-levels-louis-aronne
https://www.newstartforme.com/sugar-is-everywhere/

照片来源: 
https://pixabay.com
https://www.pexels.com

品 味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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