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C3
我的绿色家园
将大自然与
社区融为一体

本期其他内容:

优宾集团
宣布第四个
吉隆坡项目

在Parc3
齐欢庆
农历新年

“与你同心”
社区施赠
蕉赖的孤儿

董事经理
献词

绿色社区的全新视角

这些庭园空间将鼓励社区建设，提
供场地给家庭和邻里，以便一起分
享回归大自然的乐趣与冒险。

任何房地产发展商的主要角色之一是要建造能将社区与平
衡生活结合一起的房屋。
考虑到获取更高利润为最重要的目标时，要把尽可能多的
房屋纳入一个项目中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
其代价往往是减少了绿色空间和设施，可以让人们聚在一
起，并享受宁静及充满活力的环境。

以自然的方式发展

我的绿色家园

优宾集团的 发展宏图

我们与马来西亚主要景观设计师之一的MLA合作，协助我
们将Parc3的大自然设计愿景变为现实。

谈到发展，我也感到高兴的是，随着优宾集团购买了其位
于大马首都的第四个发展地点，我们向吉隆坡扩充的计划
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正如本期《Property Trust》重点介绍，此概念有两个特
点。 其一为广阔的多层公园和花园，它们汇集在Parc3各
处，形 成了大自然、玩乐和休憩的独特组合。

随着我们的主要人口中心变得更加繁忙和人们的压力更
大， 为购屋者打造平衡的生活方式也变得更为重要。

其二为采用自然生活概念，并将其转变为社区式园林设
施， 让Parc3居民能够使用有机的方式栽种自己的食物。

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在吉隆坡的第二个项目即吉隆坡南部的
Parc3令我感到自豪，因为它在衔接城市生活与大自然生
活 方面超越了传统的住宅设计。

这些庭园空间将鼓励社区建设，提供场地给家庭和邻里，
以便一起分享回归大自然的乐趣与冒险。

Parc3的口号‘由大自然设计，专为你而设计’不仅仅是
种 营销宣传手法。

Parc3精心策划的景观设计也将提供一些药用植物，供居
民 用于促进自然安康和疗愈。

该项目的各个方面都经过精心设计，以便Parc3的居民与
大 自然及自然生活在多种不同层面和体验上结合起来。

一切关于我的居家庭园概念皆是为了让居民有机会摆脱城
市生活的日常干扰，并以自然的方式享受社区生活，增进
个人幸福和成长。

我们把这种在Parc3中心的自然生活方式概念称为我的居
家 庭园。

我们的前两个项目即位于孟沙南区的Novum和Parc3，一
直致力于提高城市生活的标准，以迎合那些追求非主流、
高档次房产的买家。
而这个位于八打灵再也南部的新项目，会将目标定位于预
算有限的家庭。
随着房地产市场在经过屋价强劲增长一段时间后继续巩
固， 这个地点是优宾集团的战略回应，以将目标瞄准市场
中不 断增长的客户群体，精心设计且负担得起的房屋对他
们来 说非常重要。
这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会，可以将我们在北马建造可负
担房屋的30年经验和创新带到吉隆坡。
当我们构思并规划这个新项目时，我期待与您分享更多的
细节。
在此，我谨代表优宾集团及员工，献上我们的己亥猪年新
春祝福。愿新的一年带给大家辉煌的成就、更多的幸福和
动力。

拿督马学里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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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 C 3 我 的 绿 色 家 园

我的
绿色
家园

主要好处

天然生态系统

增进健康

社区建设

景观总体规划不仅考虑到人类的福祉，
连动物也被考虑在内。经过精心挑选的
树木包括了那些可以吸引鸟类和蝴蝶
的。

除了看起来郁郁葱葱和美丽之外，许多
树木和灌木被挑选是因为它们是药草、
香料以及具有重要药用和传统治疗功效
的植物。其他植物也因为能够过滤空气
中的污染物而被选上。

Parc3的景观旨在通过其策划空间和公
共庭园，建立并培养社区与家庭之间的
关系。

月光眺望台

由大自然设计
专为你而设计

流动的庭园

我的绿色家园，是一种创新的生活方式概
念，将大自然最 美好的一面和健康生活与城
市生活融为一体。

无数的多层公园和景观融合一体，大自然、玩乐
和休憩交织，共谱一曲 美妙的乐章。这旨在使景
观流通至不同楼层，并一直伸延到Parc3的最顶
端，让居民沉浸在大自然中。

我的绿色家园是位于吉隆坡南部Parc3中心
的景观总体规划。 这一切都是为了将社区、
个人健康和自然生态系统结合一 起，以打造
一个独特的绿色社区。

空中公园
关于Parc3
位于吉隆坡南部的Parc3是优宾集团另一个开创性的住
宅项目，将奢华、可负担性及自然生活融为一体。其
宽敞的室内格局和标志性的建筑将使Parc3成为蕉赖的
最佳新地标。
距离吉隆坡城中城 (KLCC)不到6公里，对面就是占地
64英亩的蕉赖老街场公园，附近建有新的地铁线，周
围都被绿地环绕，一流的购物商场、娱乐中心、教育
机构以及医疗服务近在咫尺。

绿色家园

我的绿色家园有两个特点:

社区式庭园让你可以采用有机的方式来栽种自己的
食物。这里是个让家庭和邻里建立联系和培养感情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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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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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 C 3 我 的 绿 色 家 园

Atrium

Forest eco walk

Moonlight d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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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 lap pool

PA R C 3 T YPE C 1 示 范 单 位

PA R C3 活 动 • 2 0 O C T 2 0 18

专为你设计的庄重风格
珍重介绍 Parc3 C1型示范单位（3卧2浴）
一个可负担、一应俱全的住家。
明亮通风，设有三间卧室和两间浴室，实用的室内格局可满足年轻
家庭的所有需求。
两间卧室，加上多用途的第三间房间，可以用作书房/杂物间/音乐
室/卧室（轻松容纳一张单人床和用于舒适地工作的大桌子）。

来自Joey Yap Academy的Nancy Yeoh
与出席者分享风水秘诀

侘草创作坊

C1型设有两间浴室，这意味着住户不需要共享浴室。也设有一个明
亮的客厅，让住户可以在此享受宝贵的家庭时光。另外还有Parc3
的所有好处和生活方式的创新！独特的我的居家庭园概念、用来招
待客人的名人厨房、供休憩的43楼月光眺望台等等。
C1型的实用面积为865平方英尺，价格从60万令吉起。
请莅临我们的Parc3展销厅来参观C1型示范单位，或联系Parc3销
售团队：

+6017-275 7188

出席者研究Parc3的风水元素

侘草创作成品

风水讲座与
侘草(WABI KUSA)创作坊
客厅和饭厅

优宾集团于10月举办了两个社区工作坊，让出席者激发脑
力、吸收好运气，并通过水草种植学习将大自然与住家环
境融为一体。
厨房和饭厅

首先是风水讲座，来自Joey Yap集团的Nancy重点介绍
了获得财富和幸福的秘诀，以及个人八字算命。
接着是侘草创作坊，让参与者学习制造并照料室内水生花
园的艺术，以便在自己的家中能创造出活生生的大自然艺
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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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第三间卧室或工
作空间兼客房

9

无限量发送的Whatsapp
信息和Facebook广告宣传
当天的活动

PAR C 3 活 动 • 1 5 DE C 2 0 18

参与者自豪地展示她们的圣诞花环

圣诞花环创作坊
衍纸创作坊

制作圣诞花环！

“共享欢乐”
圣诞节活动

圣诞老人惊喜出现

与蕉赖居民共享圣诞节的特别欢乐和气氛是本次活动的主
题，其中包括由Parc3展销厅的节日专家所带领的特别创
作坊：

用回收材料制
成的圣诞树

• 姜饼装饰创作坊，参与者学习用有趣的糖果来为这圣诞
节最喜爱的美食之一进行装饰，以做出令人开心又开胃
的小吃。

姜饼装饰创作坊要用到的材料

圣诞茶点！

• 圣诞花环创作坊，参与者学习令人愉快的圣诞花环制作
技巧，以便把自己的大门装饰得充满节日气氛。
• 衍纸创作坊，参与者学习制作专属的特别圣诞卡片，用
来寄给家人和心爱的人。

将欢乐传播开来 - 派发由
优宾团队设计并绘制的免
费明信片给出席者，让他
们寄送祝福（由优宾团队帮
忙邮寄）

“共享欢乐”活动还筹集了880令吉，由出席活动的人捐
助，以帮助当地慈善机构里有需要的人（见第12页）。
无限量发送的
Whatsapp信息和
Facebook广告宣传
当天的活动

非常感谢大家慷慨解囊和发挥社区互助友爱精神！

参与者炫耀他们的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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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C3 学 校 假 期 活 动

PAR C 3 “ 与 你 同 心 ” 慈 善 活 动

慷慨是一种天性
学校假期是父母与孩子们可以共度并制造共同
回忆的美好时光。

优宾伸出援助之手

这促使了优宾集团要在Parc3展销厅，为父母
及孩子们举办三项的假日活动。

优宾集团有个值得骄傲的传统，即向社区伸
出援助之手。

花 艺 世 界 • 18 NO V 2 018
参与者和他们的花艺作品

其“与你同心”慈善计划旨在筹集资金，以
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就是优宾吉隆坡办事处的市场营销人员决
定向蕉赖菩提之家(Bodhi Homecare) 提供
援助的原因。
菩提之家坐落于一个廉价住宅区内的寺庙，
是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护理院。
这里住着那些被遗弃在门口的生病或智障儿
童。它也为老人、体弱者和无人照料的无家
可归者提供栖身之所。

花艺创作坊（花艺世界）
花艺作坊

发 掘 你 的 创 意 • 24 N OV 2 0 18

它也是动物庇护所，并为当地社区免费提供
安亲班。
几年前，这里的卧室被破坏分子烧毁，现在
住户就只能睡在寺庙佛堂的地板上。

艺术工作坊

目前大约有20个孩子住在这里。其中五个孩
子没有报生纸，所以无法上学。这里提供的
全部服务都是免费的，年龄较大的孩子以及
有点能力的住户会尽可能地出钱出力。

优宾团队为菩提之家的住户
送上杂货、干粮和善款。员
工的捐款以及工作坊的收入
悉数捐出。

无论多寡，每一项外来资助都很重要。所
以，作为优宾于12月15日在蕉赖Parc3展销
厅举办的“共享欢乐”圣诞节社区活动的一
部分，参与者也被呼吁捐款或捐赠物资给菩
提之家。

创意粘土工作坊的展示作品
绘画和艺术工作坊

减 少 、 再 利 用 、 再 循 环 • 8 D E C 2 018

该慈善活动从圣诞节庆祝活动的与会者中筹
到了1160令吉现金，还有米、咖啡、糖、
面粉、饼干和食用油等物资捐赠。
此外，优宾吉隆坡办事处的员工也捐赠
了1,676令吉，所以总共为菩提之家筹获
2,836令吉。

编织循环使用篮子工作坊正在进行中。参与者被教导使用废弃的塑料
（粉状）饮料袋来编织篮子和容器。
使用回收物品制作创意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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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果冻工作坊

PAR C 3 活 动 • 16 F EB 2 0 19
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

庆祝佳节团聚的传统精神

对于优宾的许多客户和支持者来说，农历新
年是一年中非常特别的日子。
于是，优宾集团于2月16日在Parc3展销厅
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农历新年活动，旨在与亲
朋好友共同欢庆此团聚和施与的特殊时刻。
这主要是为了庆祝最好的农历新年传统，尤
其是佳节团聚的传统精神。
那些出席此免费活动以迎接己亥猪年的人可
以：

古筝表演

• 观赏舞狮表演。在优宾的Parc3
Facebook页面上载舞狮照片的人可兑换
独特的舞狮饼干；
• 有机会拍摄全家福；
• 欣赏华乐演奏；以及

出席者炫耀他们的果
冻艺术作品

• 看紫微斗数算命
还有3D果冻艺术工作坊，以及蛋挞、新年
饼干和健康的浸泡果饮等新年美食的款待。
舞狮招来好运

新年活动也与Parc3 C1型示范单位（见第8
页）推展礼在展销厅同时举行。
作为推展礼的一部分，出席者受邀拍下示
范单位的照片，并将其张贴在优宾的Parc3
Facebook页面上，以换取免费的戏票或筷
子汤匙套装。

出席者展示中国剪纸和书法

Facebook广告、无限量发送
的Whatsapp信息和街头横
幅宣传当天的活动

解说紫微斗数算命

爆米花摊位让
大家大饱口福

真舍不得吃做得太美的果冻！

制作果冻
中国剪纸

必须在照相棚拍下新
年全家福照片！

创造回忆并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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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席者带回家的
吉祥字剪纸！

优宾为农历新年带来
艺术与时尚气息

施工进展更新

《Edge Property》
中关于优宾红包袋
的文章

红包袋是每一次欢庆农历新年时的重头戏。

醒目的新景观出现
在孟沙南区…

这就是为什么优宾在每次新年都不遗余力确
保，其作为礼物给所有客户和支持者送出的
红包袋都是五彩缤纷、激励人心且喜气洋洋
的。
优宾今年的红包袋系列集中于团圆和相聚的
主题，全套六款。
这些设计被摆放在一块时，便会构成一幅全
家人欢聚一堂吃团圆饭的景象。
这大胆的设计及其背后的创意精神得到了
《Edge Property》杂志的认可。

随着孟沙南区的Novum进入了施工的最后阶段，其标志性的设
计和显著的建筑影响每过一天就愈加明显。

Novum: 孟沙南区
的新地标

优宾集团在吉隆坡的首个项目Novum经过精心概念化及设计，
为这个城市最新地区之一的天际线增添一道亮丽风景。

它提名优宾的红包袋为今年大马房地产发展
商所送出的其中最佳的红包袋。

“标志性设计”是优宾社区建设和永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
分。
我们的想法是，通过大力投资设计以提高建筑创新的标准，优宾
集团旨在将住宅建筑发展为社区认同和自豪的焦点。
Novum项目的施工现已完成超过百分之九十，该建筑的标志性
像素化正面墙现已安装好。
正面墙的灵感来自电脑屏幕的像素，它代表着新孟沙(New
Bangsar)，“新”(new)也是拉丁语中Novum的意思。

画家笔下的完成后的
Novum项目

同样迅速成为优宾传统的是，其由优宾的营销
主管拿汀颜爱玲特别绘制的年度庆贺新年标志。

画家笔下的完成后的
Parc3项目

今年的标志展示一群小孩快乐地舞狮的景象。
附带的讯息为“梦想会为你装上翅膀：愿你在新
的一年里展翅高飞直到永远”。
通过其社交媒体平台，优宾与所有支持者和追随
者分享这个新年标志。

…而另一个在吉隆坡南部成形
随着优宾集团的首个吉隆坡项目接近完工，其第二个即吉隆坡南
部的Parc3正在成形中。
自去年9月开始施工，该46层楼高的建筑现已建至第7层。

农历新年插图：提醒大家永远不要忘记
我们内心深处的童真。要一直以好奇和
困惑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与Novum一样，Parc3被设计为一个醒目的标志性建筑，并将
使吉隆坡发展完善的地区之一蕉赖成为创新城市建筑的新焦点。
Parc3预计将于2021年底完工。
Parc3施工正在进行
得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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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推出

新的土地
推动吉隆坡
扩充战略

KLCC

为吉打州带来
繁荣的未来

浮罗交怡研讨会

离我们近在咫尺的是人
类历史上其中最大的经
济转型 - 中国的崛起。

拿督马学里在 ISI大会上致辞

12月份，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在浮罗交怡举行的吉打州
国际商业与投资大会上致辞。由国际策略研究院举办的研讨会，
主题为“新大马下的吉打州：建立富弹性的经济”。以下是其演
词的编辑版本。

绝佳的机会

今天，我将针对吉打州的房地产发展与未来趋势和机会发表演
讲。但我也希望将我要强调的我所在行业的发展趋势，与吉打州
的整体经济和未来前景联系起来。

吉打州的经济福祉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跟来自农业的财富挂
钩。就像房地产发展，吉打州农业的成功与否跟它如何最大限度
地提高土地价值大有关系。

优宾集团一直都在吉打州建造房屋，特别是在双溪大年周边地
区。近30年来，双溪大年是吉打州人口最多且增长最迅速的中
心。

离我们近在咫尺的是人类历史上其中最大的经济转型 - 中国的崛
起。吉打州不仅拥有绝佳的机会成为马来西亚的粮仓，也难得碰
到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源头。

优宾集团于12月份宣布已获得其巴生谷第四个项目的土地后，向吉
隆坡扩充的计划也随之推进。

在当今的市场开发土地，意味着对三个问题已有明确的答案和行
动。一，谁是我的客户？二，他们想要什么，我们要如何回应他
们的需求？

但这意味着土地的使用须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 - 如同房地产发展
商必须重新考虑如何从他们投资的土地中取得最大价值。满足来
自中国市场大幅增长的消费者需求，意味着要对新技术及工作方
式持开放态度，使生产更有效率。

在八打灵再也(PJ South)的2.9英亩土地将被发展为高楼住宅项目，
但是与优宾目前在巴生谷的项目有所不同。

三，我们要如何预期并回应他们的未来需求，甚至在他们还不晓
得自己想要它们之前？

“我们的前三个吉隆坡项目都是针对非主流、高档次房产市场。这
个新项目会将目标定位于预算有限的家庭。”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
督马学里解释道。

它们不只是成功立足于房地产行业的关键，它们对每个行业乃至
每家公司都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在我们现今生存的世界里，消费
者不仅拥有更高的消费能力，而且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他们也掌
握比以往更多的信息来分享和比较产品。

“在这个地点购买土地是对不断变化的房地产市场环境所作出的战
略回应。这将使我们瞄准市场中不断增长、视负担能力为非常重要
的客户群体。”

PJ South

优宾集团于过去30年在吉打州建造了超过22,000个住宅，并于
2016年在孟沙南区推出Novum，开启了其进军巴生谷市场的扩充
计划。

思维的改变
与房地产发展一样，这指的是一种以客户为中心的全新思维方
式。我要强调“倾听、回应和预期”可作为指导房地产发展商的
三条规则。这些规则对农业来说尤为重要。

Novum几乎售罄，而吉隆坡南部的Parc3已售出超过百分之七十，
在这个仍旧充满挑战性的市场表现强劲，成绩斐然。

吉打州多的是土地。但我们须要培养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将土地
视为灵活的平台，为需求差异的客户生产新的创新产品。

八打灵再也南区项目的详情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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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商机不只是为了满足大众需求而生产更多的粮食。
正如房地产发展商，这个拥有更多资讯、更多要求的客户的新世
界，意味着农业须要提供更多创新、非主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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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邻居

优宾人物专访

你在优宾集团所担任的角色或职位是什么？
该发廊成立于2013年，由于它很靠近优宾集团Cinta Sayang住宅
区的居民，促使Justin选择在这里创业。我们与Justin聊了聊他对于
美发的热情和其发廊。

优宾集团已经建设乡镇和社区有30年之久。这些
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居民需求的当地企业。
这是首个不定期刊登的系列，名为《优宾邻居》，
它主要介绍在致力于以优惠价格为购屋者提供优质
服务的优宾集团所发展的住宅社区内及周边经营生
意的店主！

认识优宾集团
的幕后功臣

我是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的私人助理。我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拿
督的行程和预约，以及安排并协调他的所有会议。我同时是行政部
副经理，所以也负责筹备公司的活动和聚会。

在你的工作中，什么让你最有成就感？
工作中的那一部分最令你享受或感到有趣？
“我发现自己能够帮助（我的顾客）使他们看起来与众不同。我可
以帮助他们通过新的形象找到他们对自己外表的信心。他们在头发
弄好后露出的笑容就是给我的报酬。我发现我可以改变顾客看待自
己的方式。这不仅仅关乎技术，也是激情与艺术的结合。”

RAVE SALON

筹备公司的内部活动和聚会既让我获得满足感又觉得很有趣。在过
程中，我会遇到许多不同的人，我也喜欢与优宾的同事们进行协调
并密切合作，使每个活动都能成功举行。确保每个活动都取得成功
是我在工作上的一个重要动力。

什么能激励你？

想要在一家获奖的资生堂专业美发发廊做完你的头发，再
好好享受一杯热茶（由后面的咖啡店送来）吗？或者想象
一下，做个头及颈部精油按摩来减减压，并使用资生堂产
品做一下令人感觉清爽的头皮护理。

什么是最困难或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服装和发型总是不断地变化。我喜欢掌握最新的潮流动态。探索
新的技术、打造新造型的新方法，还有不断地创作都令我感到兴奋
不已。”

Rave发廊就坐落在双溪大年的Carnivall商业中心商店
（“Heart and Soul” / “The Black Kettle”后面）里
头，俨然一颗待发掘的宝石。

那是时常都会发生需要即刻解决的紧急事情。由于它们大多是意想
不到的，所以我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想出快速的解决方法，而这
总是不那么容易！

你如何描述你的一般顾客？

由Justin Tan Ching Wei创立的Rave发廊是双溪大年首
家且唯一与资生堂专业美发合作的发廊。该发廊也刚赢获
2018资生堂专业美发发妆艺术大赏（Total Creation组别
总冠军）。Justin是来自北马区的首个大奖赛总冠军，他
的两个作品双双进了五强，成就令人赞叹不已！

你去过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为什么？
“我的顾客男女皆有，虽然大部分还是女性。每个年龄层都有！”

你的发廊靠什么从同行中脱颖而出？
“我们的发廊更倾向于日式风格，因为我发现其特色更适合亚洲
人。而且，日本人拥有超高技术及非常出众的风格。我们在日常的
造型设计中也只使用日本产品，特别是资生堂专业美发产品。事实
上，我们的发廊是双溪大年首家且唯一与资生堂专业美发合作的发
廊。我们的技术培训全都根据日本的培训计划而设。
具有日式风格的发廊在我国极少见，通常是由欧洲品牌主导。我认
为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非常与众不同。我们非常关注的不仅是发
型，还有新的工具、技术和时尚趋势，以确保我们能够一直为顾客
创造出新鲜的东西。”

那必然是曼谷了，因为它是购物和美食天堂。其实，当我与家人好
友在一起享受欢乐和幸福的时光，我就最开心了。

在工作之余，你希望擅长于哪些技能或爱好？
我真的很喜欢烹饪。我喜欢翻阅来自朋友、网络或书本的食谱，从
而学习不同的烹饪方法。每个周末，我都会为家人做饭。虽然我懂
得烹饪，却不懂烘焙。总有一天，我会征服它并烘焙出最好的蛋
糕！除了烹饪，我也喜欢慢跑和户外活动。我曾经参加很令人兴奋
的双溪大年马拉松比赛。

Felycia Ooi

你最喜爱的励志名言是什么？

集团董事经理私人助理

是谁替你剪头发?
‘与他人作比较之前，先要赢过自己。努力把今天过得比昨天好，
而明天要过得比今天好。
“我的员工！这样他们便有机会从中学习并获取更多经验！这也会
让他们更有信心为我们的顾客服务。”

如果你的人生是一本书，它的书名会是什么呢？
电话:

+604-440 4140

地址:

营业时间:

服务:

A80, Jalan 2, Cinta Sayang
Resort Homes, Sungai Petani,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Mon-Thu 10:30AM - 8:30PM
Fri-Sun 10:30AM - 7:30PM

头发及头皮护理 / 洗发 / 烫发及头发拉直 / 染发
/剪发 / 头部及肩部香薰按摩 / 宴会化妆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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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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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优宾集团
项目展示

我们用
通过赞扬丰富多样的大马文化以及富足人生的励志名言
与图像，优宾希望其Instagram页面对追随者有所启发
或让他们的脸上露出笑容（或两者！）。

鼓舞人心

以下是我们最近较受欢迎的一些IG帖子

我们最近非常喜爱的
Facebook帖文精选
Architecture
We’re Inspired By

现代设计，公园景观
有扩展花园的住宅

These buildings prove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 high design are a perfect pair.
https://bit.ly/2zFIwSl
Sustainability Architecture in 2018.
https://bit.ly/2Jheon1

Interior Design
that Defines Style
New Year, New Kitchen trends! These Trends
Are Going To Be Everywhere In 2019.
https://bit.ly/2PHhhjy
Get inspired with the best 2019 interior
design trends!
https://bit.ly/2Evm82b
Hexagon tiles add an eye-catchy & stylish
look to your home.
关注我们的Instagram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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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pecorpbhd

请来参观我们的展销厅！看看为什么
Parc3会成为蕉赖的新地标...

https://bit.ly/2QaI2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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