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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他发展商将这些特色和设施视为附属品时，优宾却将
它们纳入为其项目的核心。

当我们说优宾致力于实现共享价值时，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意思。我们在规划和设计方面进行更多投资，如此一来我
们的买家便可以在我们的项目中分享更多的价值。

这是我们与房地产界其他同行的最大不同点，也是我们进
入吉隆坡房地产市场至今获得赞赏的主要原因。

两个奖项都表彰这两个项目如何以独特的方式凸显我们的
核心目标，即打造明确的与众不同之处，为我们的买家创
造持久的价值。

就Novum而言，该项目不只是反映了其位于城市中最热
门地区之一的价值。

孟沙南区是个迅速发展的地区，由大致相似的高楼大厦所
组成。Novum的设计是要挑战这种千篇一律。在此过程
中，它力求通过大胆的视觉差异来为该地区的建筑特色重
新定义。

其标志性的雕塑设计是将原本为一大栋的高楼分成七个较
小栋高楼的成果。这些楼宇以不同的角度设计，以建立成
群垂直的城市村庄。

完成后的整体感觉更像是个家，而不仅仅只是另一座高楼
大厦。

Parc3也一样，我们希望在这繁忙城市中，在自然和健康
生活方面，提供与平常显着不同的东西。

Parc3内以多层公园和公共区域形式设计成的广阔绿色空
间，不仅仅是居民进行社交和家庭互动的空间。

与吉隆坡的其他高楼建筑相比，它们还可以更好地与自然
环境重新连接。

创新的我的居家庭园 概念便是Parc3的核心所在。

我的居家庭园 为居民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除了交织成绿
色社区的宽敞空间外，也设有园地供居民栽种自己的蔬菜
和水果。

这样一来，Parc3不仅可以在繁忙的城市环境中维持自然
生态系统，它还是一座有益健康和社区式的建筑物。

董事经理 
献词

Novum力求通过大胆的视觉差异

来为该地区的建筑特色重新定义。

获得奖项并不是优宾集团致力于提高房地产开发的设计和
创新标准的主要原因。

然而，它们却可以令我们的项目以及我们打造创新和永续
家园的新做法，一起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热烈认可。

这便是为什么当我们在吉隆坡的首要两个项目得到了大马
主要的房地产奖项之一的认可时，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在大马最近举办的PropertyGuru亚洲房地产大奖之夜，
我们的首个吉隆坡项目—孟沙南区的Novum在最佳共管
公寓及公寓建筑设计组别中赢得大奖。

蕉赖的Parc3，即我们在大马首都的第二个高楼住宅项
目，则获颁最佳景观设计组别的推荐奖。

标志性的不同之处

共享价值

拿督马学里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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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高兴地抢先和大家分享 Novum 内部装饰工程进
度的照片。一切都进展良好，使我们的愿景慢慢变成了现
实。从绘图板到样品，再到施工以及安装的最后阶段，真
是一段充满挑战性的旅程！虽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
们希望与你分享一些工程进行中的图片。

竹林已成形，鸟笼和竹子树已安置在内。请留意那令人惊
叹不已的城市天际线美景！

一位本地的雕塑家负责设计的健身房 - 它既
是功能性健身房，也是艺术装置。我们称之
为“红色森林”。（请留意这个地方，了解
有关我们与他的艺术合作的更多消息！）

A座15楼空中花园的天花板反射 - 我们认为这会让
从联邦高速大道望过来的景色变得更加迷人，因为
从高速大道上可以看到这些天花板。

这是为了制造回忆而构思的 - 雄伟的入口
处和厨房以及餐厅本身。那里很大部分还
是装有保护性覆盖物的工地，但其灵感来
自模拟在星空下用餐的体验！

我们想要用这些来营造
一种回到家里却像到了
豪华酒店的感觉 - 墙面
装饰已经完成。

N O V U M  预 览

先睹为快：

多功能厅外的竹林

户外艺术健身房和远处景色

空中花园

名人厨房的入口处和厨房本身

大堂

多功能厅：
灯光测试

从户外艺术健身房
望出去的风景

在星空下用餐（名人厨房的施
工状况 - 2019年7月11日）

通往名人厨房的
通风走廊

4层楼高空中花园
的反光天花板
（A座15楼）

蜿蜒曲折的
行人道和花园

B座大堂：
灯光测试

4 5



城市生活经常会有压力，有时候很难将城市的匆忙
和喧嚣调换成平衡和平静。

这就是为什么优宾于6月份在蕉赖的Parc3展销厅举
办了一场特别的社区活动，灵感来自于减缓生活节
奏并与内心自我重新沟通的想法。

减压日的主要活动是呼吸和静坐课程，以放松身心
并恢复精力。

其他活动还包括如何制作红茶菌的课程。红茶菌是
一种有益健康的含糖茶饮。

第三项活动是个制作带有天然香氛的植物大豆蜡烛
的工作坊。

出席减压日的40多人也享用了健康的午餐。

参与者皆须付入场费，优宾借此将筹获的1000多令
吉捐给了蕉赖的菩提之家，以协助他们进行有意义
的社区工作。菩提之家为老人、体弱者和无家可归
者以及孤儿提供栖身之所。

减压日是优宾在Parc3展销厅举办的最新社区活
动，为优宾文化活动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则是公司永续增值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建设
健康的社区和永续发展的环境。

缓解过度的压力

PA R C 3       •  2 9  J U N  2 0 18活 动

减压日

当天活动的Whatsapp和 
Facebook 的宣传广告

为参与者准备的
健康小吃

制作红茶菌(Kombucha)

以呼吸来缓解压力

薰衣草大豆蜡烛
工作坊进行中

薰衣草精油和
薰衣草芽浸泡

做成的蜡烛

参与者与他们的
大豆香氛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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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4411 858

018-380 9233

1 ½ STOREY TERRACE
TEYA

北 马 产 业

规划中的北马产业:

立即注册以获取更多详情

立即注册以获取更多详情

一层半排屋

策划中的社区游乐场

即将推出:

我们的新项目专注于设有足球、跑步和运动设施并
以大自然为主题的公园，旨在提供实用且负担得起
的现代化住宅。

这栋宽敞住宅的灵感来自于西方国家的阁楼住宅，它
拥有自己的夹层楼，以迎合各种用途需求。备用卧
室、书房、私人家庭空间，可作无限选择。现代化、
外观类似于降低了成本的双层住宅，这满足了现代家
庭的需求—花更少的钱获得了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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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O P E R T YG U R U

Novum
by Eupe Bangsar South 

Sdn Bhd

WINNER

BEST CONDO/APARTMENT 
ARCHITECTURAL DESIGN

Parc 3
by Titian Sama Sdn Bhd

A subsidiary of

Eupe Corporation Bhd

HIGHLY
COMMENDED

BEST LANDSCAPE 
ARCHITECTURAL DESIGN

大 奖

优宾独特的房地产设计被大马的主要房地产行业奖项之
一所认可。

优宾在最近举办的第六届年度PropertyGuru亚洲房地产
大奖（马来西亚）中获得了两个奖项。

孟沙南区的Novum为优宾在吉隆坡的首个项目，在最佳
公寓设计组别中赢得大奖。

为其第二个吉隆坡项目的蕉赖Parc3，则获颁最佳景观
设计组别的推荐奖。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Dato’ Beh)说:“我们在吉
隆坡的首要两个项目获得了这些赞赏，是对我们正努力
通过房地产发展的新做法在大马首都实现目标的热烈认
可。

“重要的是，这是对我们公司内部的人才和创造力以及
团队精神的认可，促使我们拿出最佳的表现。”

评委们特别强调了优宾对卓越设计的承诺，他们赞扬
Novum标志性建筑设计的品质和独特性。

“Novum的建筑线条和角度，藉着有趣的口袋花园、宽
敞的居住单位和公共生活区域，无疑充分显露出有创意
的高雅和精致”评委们作出这样的评论。

“该产业是名副其实的全新的标志性地标。”

给PropertyGuru大奖的评委留下了深刻印象的Parc3独
特的景观设计，是以三个内部公园及创新的我的居家庭
园概念为中心。

这个概念包括多层次的景观，它们融汇在一起并流通至
不同楼层直达Parc3的最顶端，如此一来居民便真正沉
浸在大自然中了。它还包括具有社区风格的花园，居民
可以在此栽种自己的有机食物。

优宾集团的吉隆坡项目
赢获殊荣

优宾管理层和员工在2019年PropertyGuru亚洲房地产
大奖中，以其首要两个吉隆坡发展项目获颁两项大奖。

Parc3森林生态步道

Novum的建筑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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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 Profit Before Tax (“P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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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PORT 2019

A YEAR OF
CONSOLIDATION

Building on Our Breakthroughs

优宾即将在吉隆坡推出的第三个项目有了新名称。

该项目的暂定名称是Vivus，但现已改成Est8。

Est8的名称（发音为estate）反映了这个位于城市
中绝佳地点之一的项目，将为买家提供一个宁静和
可持续性生活的避风港。

位于士布爹，将被开发的Est8土地毗邻谷中城购物
中心，也靠近主要的交通路线以及轻快铁路线。

该项目的规划正在进入最后阶段，详情预计会在未
来几个月内公布。

优宾在吉隆坡的大胆扩充计划继续取得成功。集团
报告过去两年的利润增长了18倍。

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在7月份举行的优宾常年股
东大会上表示，集团在过去一年达到了一些新的里
程碑。

这些都以前一年的成功为基础，促使集团持续在第
二年获得更高收入和利润。优宾下一个

大项目的
名称更改

优宾不断
发展壮大

我们开始在北马部门的财务业绩方

面看到了改善的迹象

常 年 股 东 大 会

优宾集团 2019
年度报告封面

Dato’Beh告诉常年股东大会，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
归功于优宾巴生谷房地产开发部门的持续强劲表现。

“Novum，我们首个吉隆坡项目，几乎售罄，而我们也
继续看到买家对我们的第二个吉隆坡项目—蕉赖Parc3的
热烈反应，”他说道。

“鉴于房地产市场面临持续的挑战，这些成就特别令人满
意。Parc3的成功再次凸显了我们与众不同之处的设计策
略正在取得成功。”

Dato’Beh还指出过去一年的其他里程碑，包括了我们首
个吉隆坡项目—孟沙南区Novum的盖顶。

为了确保这种势头持续下去，Dato’Beh表示，优宾
将继续把重点放在扩大在吉隆坡的项目规划上。

集团位于北马的房地产开发部门会继续迎接挑战，但
Dato’Beh表示，它会专注于提高效率以及其传统市
场以外偏远地区的新机会。

“由于这些举措，我们开始在北马部门的财务业绩方
面看到了改善的迹象”。

总的来说，优宾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Dato’Beh
说道。

“我们将目前市场上的竞争压力看作是一种机会。

“它们激励我们把公司发展好，且更进一步增进我们
的优势。”

吉隆坡扩充计划成功 项目规划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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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eupecorpbhd
Tew Lee Lee

4月18日：优宾集团的首要两个项目在 PropertyGuru  

亚洲房地产大奖中荣获两个奖项。

Novum获颁最佳公寓设计大奖!

Parc3则获颁最佳景观设计的推荐奖!

这是对于优宾集团创新建筑设计的肯定。

5月29日：慷慨是一种祝福 – 优宾集

团伸出救援的手

4月29日：Parc3 我的居家庭院 – 设有利于健康的植物：

草药(九层塔、月橘、姜等等), 香料(姜黄、肉桂、咖喱叶、

柠檬草、香兰叶等等),水果树、药用植物(高良姜、金钱
莲、假蒟)

5月：Novum -置于孟沙南城的新愿景

6月21日：认识优宾集团的幕

后功臣 - Felycia Ooi, 集团董

事经理的私人助理

7月19日：新项目即将面世 - Astana

Parkhomes 一与一层半排屋

6月24日：深入
大自然，体会细

节之美，你会
更好地了解万

物。- 爱因斯坦

社 交 媒 体 优 宾 人 物 专 访以下是一些我们非常喜爱的最新帖文，请看优宾的

设计主管

认识优宾集团的幕后功臣
   你在优宾集团所担任的角色和职责是什么？ 

我是设计主管，须要与我们聘请来帮助设计吉隆坡项目的顾问在设
计、招标和施工阶段进行密切合作。我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强调可能
影响项目质量的潜在工地问题，并采取必要的后续行动。

   工作中的那一部分最令你享受或感到有趣？

看着项目从设计到投标阶段的完成，真的为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我特别喜欢解决问题，而且我有许多支持我的同事，也让我能愉快
地工作。

   我们知道在建筑领域工作的人士大部分都是 
   男性，也许你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些与 
   他们打交道的经验。

这一点也不困难。虽然有时候与承包商打交道很具挑战性，但更多
时候当我们互相了解后便会成为朋友。关键是要让我们的承包商了
解我们公司的目标，同时认可他们也是我们的战略业务合作伙伴，
对实现优宾的愿景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试着设身处地为
他们着想，以便我们能够共同解决挑战。

我们知道你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请与我们分
享你如何当个四个孩子的称职职场妈妈。 

我的丈夫Gilbert是一名科技人员，也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执行人员。
他非常体贴和善解人意。我有四个很棒的孩子，两男两女，最小的8
岁而最大的18岁。我的丈夫总是开玩笑地说我们有个阴阳平衡的家
庭。有时候做一个职场妈妈是相当辛苦的，因为我需要经常兼顾工
作与家庭。然而，在丈夫和孩子们的帮助下，我在两者之间找到了
很好的平衡点。我真的很庆幸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工作之余，你如何度过闲暇时光？ 

在周末，我和孩子们会在一起消磨时光，跟我先生一起带他们去参
加跆拳道比赛或是公园游玩。能够的话，我也很乐意为我的家人做
饭。

   你为何加入优宾集团？

在优宾工作，让我有机会从设计到完成，全程参与令人兴奋和创新
的项目。去年，我成为了Novum成功盖顶的一分子（项目的顶层完
成），这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里程碑之一。

什么使你对未来感到兴奋？ 

我很兴奋看到优宾在吉隆坡的首个项目Novum转变为一个有回报的
项目，而它将在不久后被移交给业主。蕉赖的Parc3项目，以及我
们在吉隆坡的另外两个项目——Est8和PJCC，真的使我的工作变
得令人兴奋，也让我忙碌不已。

   如果将来你要自立门户， 
   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意和为什么？

我不认为自己擅长做生意，但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会在房地产方
面进行一些小投资。我的梦想是设计可持续性的建筑，以促进健康
生活并建立更好的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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