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c3 展销厅:奢华生活

 在蕉赖建立社区

本期内容:

 Parc3:可负担的奢华生活

企业可以从全国大选中学到些什么?

优胜者名单公布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



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509全国大选结果的评论。

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从政治角度来关注马来西亚新时代的来临。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和学习，尤其是对于企业。最
重要的教训是，我们必需聆听那些我们对其有责任的人的心声并作
出回应。

对于企业而言，即是了解并回应客户的需求。就像普罗大众，客户
比以往有了更多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需求和关切。他们也感觉更加
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

像政府一样，企业须要确保它们有正确的渠道来听取反馈意见。它
们还须要建立机制来作出有效的回应，这样人们才会见到他们的看
法受到重视。对公众和客户的反馈作出有效回应，通常表示我们的
做事方式要改变。

这突显出大选结果的第二个教训。我们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重
大的变化发生得比以往更快，而陈旧的规则和做事方式往往不再适
用。因此，就像政府，企业不仅须要回应人们的关切，还须先人一
着，在变革中保持领先地位，并通过创新手法来引领市场。

在优宾集团，我们认为房地产发展也正处于其行业的混乱状态。在
无需仔细聆听和回应买家需求下推出标准的产品，已不再是可行的
商业模式。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信息来进行分享和比
较。买家有如选民般，若不满意现状便会以具体行动来表达不支持
的意愿。

这带出了大选的第三个教训。做决策的人也许并不总是能够取悦所有
的人。但如果这些决策是以事实为依据并且尽可能公开透明的话，那
么最终就会赢得人们更大的信任，也即是企业中最重要的商品。

全国大选为许多马来西亚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像大多数的巨大变革
时期一样，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对未知的恐惧。但最终，希望和信念会
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马来西亚是个幸运的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也
许不是太好，但我们都应该对国家的复原力和精神充满信心。

拿督马学里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

全国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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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在吉隆坡进行的第二个高楼住宅
项目--Parc3即将成为“蕉赖的最佳新
地标”，原因有很多。

Parc3的策略性地点和星级休闲设施
也使得这个项目脱颖而出，成为投资者
及业主的焦点。

大胆且标志性的建筑设
计将打造Parc3成为吉
隆坡南部未来几年追捧
的地标。

Parc3的创新“呼吸建
筑”设计，这表示每个
单位都充满着健康、凉
爽的流通空气。

比其他发展项目提供更
广阔的绿色空间，马路
对面另有占地33英亩的
蕉赖老街场公园。

优宾集团的“共享价值”
房地产发展理念，这意味
着我们将进行更多投资，
以期Parc3买家可以享受 
更时尚的奢华生活。

蕉赖的
最佳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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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3邻近吉隆坡新兴郊区其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心脏地带，距离吉隆
坡城中城不到20分钟车程。

它位于民政大厦和新的捷运站旁，这表示您将可以轻易前往市中心。

而且，它距离吉隆坡新的商业和就业中心--敦拉萨国际贸易中心
(TRX) 仅有10分钟车程。

一切近在咫尺

购物商场

• 马鲁里花园永旺商场 700 m
• 双威伟乐城 1 km
• MyTown购物中心 2 km
• 宜家家居商场 2 km
• VIVA Home 2 km
• 成功时代广场 4 km
• 华氏88广场 4 km
• 武吉免登乐天广场 4 km
• 柏威年广场 5 km
• 茨厂街 5 km
• 吉隆坡城中城 6 km

医院

• 国立大学医院 (HUKM) 3 km
• 蕉赖班台医院 3.5 km
• 安邦班台医院 4 km
• 富康医疗中心 4 km
• Prince Court医疗中心 4.5km
• 双威伟乐城医疗中心（2018年之前完工） 1 km

教育机构

国际学校

• 泰莱国际学校 3 km
• 马来西亚伊顿国际学校 5 km
• Alice Smith国际学校 6 km

学院和大学

• 宏愿开放大学 300 m
• 商业与管理国际学院 900 m
• Cybernetics国际技术学院 2 km

小学和中学

• Yaacob Latif国中 2.5 km
• Cochrane国中 2.5 km
• 精武华小 3 km
• 公民华小 4 km
• 循人中学 5 km

交通便利

• 轻快铁马鲁里站 500 m
• 捷运马鲁里站 600 m
• 快捷通巴士站 200 m
• 吉隆坡 - 布城大道
• 精明隧道
• 新街场大道东部延伸道路
• 加影外环公路
• 南北大道
• 新街场大道
• 第二中环公路
• 蕉赖 - 加影大道

休闲与消遣

• Impian高尔夫乡村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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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多功能厅，供您
与家人朋友一起庆祝特

别日子与活动。

被玻璃舱围住的水上健身
房俯瞰着下面的城市，备
有一切最新的健身器材 。

五层楼景观设施，包括顶
层的月光眺望台，可360
度欣赏城市景观和星空 。

最先进的商务中心，具
备高速互联网连接和全

套办公设施 。

为运动爱好者设计的50米
长形泳池，以及供儿童戏

水的浅水池 。

名人厨房，让您与朋友
们可以边下厨边欣赏吉
隆坡天际线的美景 。

优宾集团追求卓越的生活格调和设计。这就是为什么Parc3比其他类
似的发展项目提供更多的五星级设施和豪华特色。

Parc3居民将享有40多项一流的设施，当中包括：

您值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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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3的打桩工程即将完成

Parc3的建设目前进展顺利。

蕉赖工地在9月份开始施工。

打桩工程已接近尾声，主楼会在6月开始施工。

建筑物的完全建成目标为2021年上半年。

一些Parc3买家与优宾集团赠送的礼物来
个合照，借此庆贺他们购买了蕉赖的最佳
新地标。

我们送出的礼物包括一瓶高级法国香槟、
最新款的iPhoneX、多架空气净化器或机
器人真空吸尘器。

优宾集团市场营销主管拿汀颜爱玲说:“每
位购买Parc3单位的买家都给予我们充分
的信任，这点令我们感到高兴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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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3gallery

1st 2nd 3rd

1st 2nd 3rd

1st 2nd 3rd

#parc3scenes

#parc3food

优宾集团在3月至5月间举办的PIC THIS摄影比赛得奖名单出炉！

这个比赛由优宾集团位于蕉赖的Parc3项目赞助。它邀请参赛者以食
物、景色以及Parc3展销厅等三大组别来提交他们最好的照片，而每
张照片均须与蕉赖地区相关。另外还有一个组别，优胜作品为获得最
多Facebook点赞的照片。

比赛公开给所有人参加，可使用数码相机或手机来拍摄照片。每个组
别的冠军可获得RM2000，亚军、季军、殿军和第五名的优胜者则分
别可获得RM1000、RM500、RM300以及RM250。

PIC THIS比赛是优宾集团的优宾星球文化活动项目的一部分，旨在
通过艺术与文化活动和比赛将社区民众凝聚一起。

捕捉蕉赖最美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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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每位家庭成员同欢共乐

各种美味可口的蛋糕和糕参
点等待访客和参与者品尝。

与者报名参加工作坊。

Xbox Kinect电动游戏竞
赛中要勇夺高分

在3D绘画比赛中创造杰作
(可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

家庭是我们生活的核心。

与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共度欢乐时光，是优宾集团于5月25日在蕉
赖举办的欢乐家庭日的重心。该活动在Parc3展销厅举行。

这是个让家人一同参加活动、嘻笑玩乐的一天。妈妈可以报名参加
插花班、棒棒糖蛋糕制作坊，以及获得免费的美容和美甲服务。爸
爸可以接受免费按摩以缓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而孩子们，则可以
参加3D绘画比赛和Xbox Kinect电动游戏竞赛，让他们的游戏技能
接受考验。

一家大小共度欢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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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制作的糕点小师傅

齐齐制作韩国花盒

参与者手捧她们的韩国插花成品 缓解生活压力：按摩时光

大量美甲供君选择！

社区 - 关于Parc3
的一切就在这里！

制作动物形状的棒棒糖蛋糕！

除了丰富的奖品以外，还有美味的小吃和饮料。Parc3一直被规
划和设计成不仅是吉隆坡南部的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是家庭和社
区中心。

“这是我们举办欢乐家庭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优宾集团市场
营销主管拿汀颜爱玲说道。“我们希望让当地社区了解Parc3将
可以为他们带来的发展，那就是一个拥有大量绿色空间和许多家
庭友好设施的社区中心。”

优宾集团市场营销
主管拿汀颜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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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让我们开始做吧！”穿上了“与您同心”社区计划T恤的优宾团队

拿督马学里与团
队分享公司关
于“与您同心”
社区计划的理念

在4月份，来自双溪大年的优宾集团总部和集团的Cinta Sayang度假
村的100多名员工一起启动了2018年“与您同心”社区计划。

优宾集团的“与您同心”社区计划通过活动、捐赠和非现金支持来回
馈社区，以帮助社区里的不幸人士。

集团经理拿督马学里对员工致词时说，对于像优宾集团这样的公司来
说，回馈社区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仅有义务为我们的买家打造美好的家园，”

“我们也有义务通过“与您同心”社区计划建立更好、更强大的社
区。”

“若要成为一家成功的企业，我们就要依靠社区通过购买我们的产品
和服务来支持我们。因此，回馈造就我们的社区非常重要。”

员工们在2018年的启动仪式上呈献一场盛大的尊巴舞以示庆祝。

“与您同心”社区计划是优宾集团“永续增值”战略的关键部分，集
团通过该战略将一系列计划的重点放在建设强大、更可持续发展的社
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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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lia宴会厅里充斥着喧闹声，兴奋的
小孩与基金会成员以及嘉宾们一同开斋

吉打州仄藩拿督斯里乌
达玛哈惹哈米娜哈米敦
殿下驾临

孤儿们在享用自助餐

仄藩哈米娜殿下在晚宴上颁奖

6月3日，优宾集团的“与您同心”社区计划与苏丹后哈米娜孤儿
基金会 (Yayasan Anak Yatim Sultanah Haminah) 携手合作，
在仄藩哈惹哈米娜殿下 (Yang Maha Mulia Che Puan Besar 
Hajah Haminah) 的赞助下，于斋戒月期间为吉打州各地的250名
孤儿主办开斋活动。

苏丹后哈米娜孤儿基金会 (YAYSH) 是一个旨在帮助全国各地，特
别是在吉打州的孤儿和单亲妈妈，并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基
金会。

晚宴在Cinta Sayang 度假村的Camelia宴会厅举行，350名与会
者中包括孤儿、赞助商以及基金会员工。

基金会于2011年6月由吉打州仄藩拿督斯里乌达玛哈惹哈米娜哈
米敦殿下在就任吉打州苏丹后时创立。

每年，它都会举办许多活动来筹款资助孤儿的各项计划。

这些包括了为他们提供求学方面的需要，以确保他们能够参加教
育和文娱活动、短途旅行和实地考察、获得节日礼物以及学业优
异奖励。

基金会旨在培育儿童，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与YAYSH携手合作， 
Cinta Sayang度假村
招待250名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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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与您同心”社区计划
组织人员在收集员工的捐赠

Cinta Sayang 
度假村的员工派发
bubur lambuk

作为今年优宾集团“与您同心”社区计划的
一部分，优宾集团总部与Cinta Sayang度假
村的员工已经向有需要的人捐赠许多物资。

两个工作地点都设有捐赠箱，这样优宾和
CSR的员工便有机会捐出衣物、食物和洗漱
用品。

然后，这些捐赠品将被分发给双溪大年的社
区组织，帮助那些家境不好的人。

作 为 “ 与 您 同 心 ” 社 区 计 划 的 一 分
子，Cinta Sayang的员工最近在神圣的斋戒
月期间，向双溪大年社区的民众派发了超过
200份的马来杂锦粥 (bubur lambuk)。

在斋戒月期间免费派送bubur lambuk是一种
习俗。

C S R 的 厨 房 员 工 会 在 现 场 烹 煮 b u b u r 
lambuk。

捐赠给
有需要的人

“与您同心”社区
计划在斋戒月期间
助人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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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沙南区的Novum施工已接近项目的另一个重要里程
碑--“盖顶”。

“盖顶”是指顶层的结构工程已经完成。

对于Novum来说，这表示三栋楼的屋顶，分别为41、32
、38层的结构工程已完工。

Novum的“盖顶”里程碑定于7月底（A座和B座）以及8月
（C座）。

整个项目的完成目标为明年年中。

随着工程不断快速推进，优宾的设计团队正努力将本身的精
巧设计融入其中，走廊、设施和公共区域的材料皆由项目的
室内设计顾问挑选。

“我们使用各种新颖的纹理、色彩和材质，确保我们不但创
造出既实用又奢华，而且有一点非传统的空间。”优宾集团
市场营销主管拿汀颜爱玲说道。

“材质和纹理以及色彩的相互搭配，对此风格设计至关重
要。除了打造出舒适的安乐窝外，我们希望每个空间都具有
本身的独特个性。”

预计A座和B座将
于 7月份“盖顶”。

Novum接近“盖顶”

优宾集团市场营销
主管拿汀颜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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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ce Lim

认识
优宾集团的
幕后功臣

市场营销执行人员

作为一名营销执行人员，我负责想出好点子、开展

并监督市场营销活动，为正在进行中和即将进行的

优宾集团项目作宣传。

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学生，加入优宾集团之前曾在其

他行业从事自由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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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是一家信誉良好的公司，作为一家成长

中的公司，它提供很多在职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它为我提供了开始职业生涯的最佳平台，并让我

有机会提升我的技能和知识，在个人和职业方面

都有所成长。

克服挑战的方法就是不断学习。由于营销趋势因

数码技术变化而不断改变，我现在专注于提高自

己在数码营销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在优宾集团的

主要学习机会之一，便是我们在用于开拓新市场

的社交媒体营销活动中开展的培训和实习。

在五年内，随着这行业不断改变，我不仅想继续

发展自己的技能和增进知识，还希望充分发挥我

的工作潜力，并在此过程中帮助公司实现其长远

目标。

空中瑜伽。它不仅帮助我缓解压力，还教会了我

离开舒适区，去追求并克服新挑战的重要性。

我最大的挑战是，加入这家公司时缺乏在房地产

行业的工作经验，但优宾集团给予所有员工很大

的学习空间，并要员工为重要的任务承担责任。

这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学到了很多东西。目前，

我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社交媒体，特别是我们要如

何利用它来有效地定位我们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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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的Instagram页面持续增长。

目前，我们在受欢迎的平台上发布视频，让我们的追随者不但能近距
离看到我们的房地产，还能多了解我们的员工。现在，我们拥有800
多名追随者，每周都会定期发布最新的优宾集团焦点和新闻。

所以，请点击“关注”按钮，加入我们的IG！

加入我们的Instagram

发布在Instagram
的大量优宾视频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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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在吉打双溪大年的两个高档发展项目--The Somerset和
Cinta Sayang度假别墅的居民，现在可以使用一款特别的应用程
序，使他们的数码生活更为完善。

i-Neighbour智能社区应用程序旨在为CSRV和Somerset的居民提
供更多便利和安全。为居民而设的说明会已在4月份举行，以便他们
可以从应用程序中受益良多。该应用程序提供许多功能，包括：

为优宾
购屋者提供
数码技术
带来的便利

智能社区应用程序
的代表向居民讲解
如何使用该应

手机屏幕上显
示的智能社区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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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对讲
设施

直接并安全地
支付管理费

快速有效地
报告事故

让居民预先
登记访客的

快速便捷方法

应急按钮

社区公告的
中心点



优宾集团
受到
亚洲招聘大奖
的表彰

优宾集团的职业网站奖座
优宾集团的En Mohammad Syafiq Soh（中）和
Nicholas Yap（右）在ARA颁奖之夜领取奖项。

优宾的集团人力资源部主管 
En. Muhammad Syafiq Soh

优宾集团以其公司网站荣获最具影响力的人力资源奖项。

在4月份举行的马来西亚亚洲招聘大奖 (ARA) 颁奖典礼上，优宾集团
获颁“企业人力资源团队之最佳职业网站”银奖。

由《人力资源》杂志主办的ARA大奖也在香港和新加坡两地举行颁
奖典礼，旨在“庆祝亚洲最佳人才招聘精英的杰出成就”。

获得ARA大奖的优宾集团网站部分概述了优宾作为雇主的价值观和
使命，并以简单易读的格式列出集团现有的职位空缺。

优宾的集团人力资源部主管En Muhammad Syafiq Soh表示，该奖
项旨在表彰优宾集团对于利用数码通讯以吸引优秀人才方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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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地产发展方面，我想不到有哪一个行业，比我们开发和销售的产

品的永续发展影响更大。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发展商绝不能随便追随

其他行业的脚步，相反地，我们要当领头羊。然而，我们却正是那个

须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实现永续发展的思路和方法的行业。

几十年来，这行业的许多思维和规范，从我们如何设计、如何建设到

使用的材料等都一成不变。事实上，目前已经有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

变我们做事的方式。因此，解决方案就在于不同的思维和做事方式。

优宾集团经已制定出我们所谓的“永续增值”战略，即是我们用以应

对我刚刚描述的永续发展挑战的框架。顾名思义，“永续增值”不仅

能满足当局制定的现行标准和合规措施，甚至还超越了它们。

根据我们的买家和更广泛的社区需求，“永续增值”迫使我们从整体

角度来理解我们想要在每个项目中实现的目标。这无疑表示我们将树

立长期方向，采用明确一致的组织原则来推动永续发展创新。

但永续发展不仅仅关乎环境和社区，它最终指的是企业本身的长期永

续发展。为了本身的利益而追求短期利润，却将他人利益置之度外，

这并非永续发展战略。

真正持久的企业永续发展，指的是为我们所有的股东创造并维持经济

和商业价值。在优宾集团，我们将这种整体的企业永续发展方法称

为“共享价值”。

树立永续
发展企业的
新方向

改变我们的思维

企业要如何促进永续发展并且开发创新是个蛮

有挑战性的话题。对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快速发

展的社会和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世界上面临

的许多永续发展挑战都集中在我们这个区域。

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我们的城

市正在迅速扩张。为了满足这一增长的需求，

我们的天然资源消耗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

政府可以通过环境法律规定来帮助解决这些挑

战。但是，它们也只能做到这么多。企业还须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于6月
25日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企业责
任与永续发展峰会”上致辞。该峰
会由亚洲战略与领导研究所主办。
以下是他的致辞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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