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宾董事经理
谈疫情后的生活
本期其他焦点故事:

• Parc3 迈入另一个里程碑
• 让居家办公更得心应手的诀窍

Novum的买家反馈
好评如潮

董事经理
献词

面对大流行病的来袭，全球的应对举措着重于建构更强大及适应性更
好的医疗卫生体系之需，其实针对最佳战胜病毒方案进行更深入的探
讨，更应受到关注。
生命重于泰山，在面对大流行的威胁，一切应以拯救生命为重。而在
拯救生命的同时，我们应当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社区健康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
生活与生计
2020年已经来到尾声，过去一年我们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而面对
前所未有的冲击和不确定性，其实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场危机带
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为阻断病毒传播而实施的行动管制令带来沉重的负担，使人们的生活
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政府的一声令下，我们坐困家中，无法和最珍惜的亲朋戚友相同
聚，也不能回公司上班。
新冠病毒其实在提醒我们，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要好好珍
惜，别把健康视为理所当然。

行动管制虽然压低了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但是，随着长期的社会停
摆和经济封锁，间接引起的各种健康和民生福祉问题也日益增加。
许多人因失业、或工作时间和收入锐减而承受极大的压力。在中短期
内，心理健康可能成为许多人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
在行动管制期间，许多人因担心感染而错过体检日期或重要的保健护
理，以致未来可能面临更大的健康挑战。

我们必须小心确保这场得之
不易的全民抗疫战绩，不会
因为长期的经济和社区负面
影响而变得功亏一篑或引起
强烈的恐惧感。

随着疫苗的面世，我国即将获得疫苗供应，目前的医疗紧急状况有望
在随后12个月内逐渐趋缓。此时此刻，我们更应该好好反思，过去
一年的疫情带给我们的其他重要教训。
因此，在往后的日子，政府、企业和社区必须把重点放在重建经济信
心和复苏经济活动方面，以拯救生命和挽救生计。

疫情教会了我们——维护健
康福祉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在各方通力合作下，我希望大家在 2021 年将迎来新的转机，不仅带
来健康，也带来更 好的前景和更大的商机，持续改善社区福祉。

大马能抗疫成功，是全民遵守规则，共同致力维护社区健康与安全
的成果。
换言之，只要全民一条心，将个人私利暂且摆一边，以集体利益为
重，大家众志成城，必能披荆斩棘，共克时艰。

拿督马学里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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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VUM @ S O U T H B A NG S A R
手持纸飞机的
儿童雕像

B座大厅的
启发性设计

手持星星的
儿童雕像

缔造优居印象

C座主厅特点在于
艺术感十足的灯具

优宾集团位于吉隆坡的首个发展项目Novum即将完成所有交屋程序，许多买家已迁
入，抢先体验我们屡获殊荣的建筑风格与生活格调设计。
“确保客户对我们设计和兴建的房屋感到满意和信任”是优宾一直以来秉持的信念。
洗涤身心的
静谧空间

在此和大家分享数张Novum @ South Bangsar的近照，以及数个能将当代城市生活
推向新高水平的创新设计和彰显生活格调的特征。
我们也深感荣幸，能获得多个极之乐意和大家分享其Novum居住体验的买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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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um的4层楼空中花园，
主打壮观炫目的反射性天花板

Novum令人惊艳的绝美
50米无边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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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VUM @ S O U T H B A NG S A R

开心买家盛情分享其
NOVUM 购后心得

“优宾集团以交付优质产品作为信守
承诺的凭据。”
这里的休闲设施宽敞舒适，摆放许多精致艺术品和色彩缤纷的设计
师座椅。在进行空屋移交程序时，我们只发现极少的瑕疵，整体建
材堪称上佳。 我们对交付的单位感到非常满意。

-Kenny Phan “眼见为凭!”
身为Novum单位拥有人，我感到很自豪。最让我津津乐道的莫过于
下列数项:

“我觉得Novum的服务实在是好得没
话说!”

• 处处彰显全新都市生活格调的公共设施
• 符合奥林匹克标准的绝美泳池和综合游乐场，营造了惬意的宁静
氛围和满足感

从销售团队到空屋移交及缺陷补救团队，我对他们提供的优质服务
感到非常开心和满意。他们的办事能力高效，而且充满热忱，敬业
乐业，最重要的是，他们凡事以顾客为重。

• 零材料缺陷——经过一番检查后只能说惊喜连连
总而言之，Novum是名符其实的增值房产。

- Bee Hong -

- Tan Swee Kun -

“优宾集团信守承诺，所交付的房产
完全符合营销手册。”
他们在加强设施楼层的美感和提高公共区域的空间运用方面付出了
加倍的努力。此外，绿色元素在Novum随处可见，这是CBD附近
地区大多数高楼建筑物难得一见的情形。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
于它的外观、设计品位出众的各座大厅和名人厨房。
我对自己在Novum购置的房产感到非常满意。其实我的购屋初衷是
用来投资，但是看到成品后却心动了，最后决定迁入自住。

“不得不说，领取钥匙的那一刻最让
我印象深刻。”
整个空屋移交过程是我经历过的最美好体验。它的建筑外观、便利
设施和公共区域，简直和模型及艺术家的想象完全吻合。我带了几
个朋友一起来参观Novum，他们都异口同声说，这个项目的发展商
肯定超额交付了! 这是个超棒的发展项目。

- Kathleen Wong -

- Jimmy Y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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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 C 3 @ K L SO U T H

“永续生活始于您”竞赛

企业社会责任

Parc3 的兴建工程已到
达最高楼层。

优宾员工各展才华
展示最棒的“环保”创意

Parc3 迈入另一个里程碑

“我使用循环回收木制托盘制作了一套户外
咖啡桌椅。如今，我把这套家具摆放在阳台
上。我们常常坐在那里，边喝咖啡边欣赏自
然美景。” - Amni Nadia Binti Ismail

Parc3 @ KL South是优宾集团在巴生谷的第二个发展项目，其兴
建工程已迈入另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目前，此项目的施工已来到第46层，亦是该建筑物的最高楼层。

全球都面对日益严峻的人为污染和气候变化挑战。保护
自然环境，人人有责。大家应该各尽其力，加强环保，
为后代子孙留下宜居的地球。

“能顺利进入这个阶段绝非易事，那可是我们巴生谷全体同仁不辞
辛劳、默默奉献并全力以赴的成果。”
“在Parc3迈入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刻，我们深感兴奋。在这个日渐
受欢迎的区域，我们深信此项目能将自然生活与可负担的奢华生活
体验推向更高层次。”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如此表示。

外观创新耀眼的 Parc3
正前方对正 33 英 亩的
蕉赖老街场休闲公园

此发展项目属于租赁地契，坐落在蕉赖老街場(Jalan Pudu
Ulu)，占地约2.67英亩，自2017年10月动土迄今，几乎全
部售罄。
如今待售的家具齐备单位所剩无几。欲知更多有关Parc3
家具齐备单位的详情， 请致电联络Parc3销售团队:

+6017-275 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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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优宾特为属下员工举办一场“永续生活竞
赛”，以奖励的方式鼓励员工施展才华，发挥创意将永
续生活概念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所有优宾员工均可参赛。参赛者只需提交现有或新创
的“环保”习惯/生活方式。
许多员工都纷纷交出创意十足的作品，以期能脱颖而出
赢取现金奖。我们分别从优宾的三间办公室各选出三位
得奖者，负责评审的是我们的永续发展委员会成员兼高
级经理。
此竞赛的评分标准包括创意质量、实用性及对永续生活
的影响等。

“我太太常常使用塑料杯、纸张、吸管、玉
米片盒子等循环回收物品，为孩子们制作各
种有趣的玩具。我们总是乐在其中，而且常
常一家人一起动手做。我们这么做，不仅能
为拯救地球献一份力，也能和家人共享天伦
之乐。”- Kelvin Lim

获奖的创意作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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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在媒体亮相

EDGE 独家报道优宾
的最新动态
优宾及其最新发展项目近期登上大马著名商业与
房产业杂志The Edge，获大篇幅报道。
该杂志以八页篇幅专题特写优宾集团的最新动
态，包括坐落在吉隆坡已全面竣工并如期交屋的
首个发展项目Novum @ South Bangsar，以
及同样位于大马首府的第二个项目Parc3 @ KL
South的工程进展。
该杂志也对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进行深
度采访，全面报道本公司在房产业开发和彰显生
活格调设计方面采用的独特方案，以及此项屡获
殊荣的方案如何为本公司在巴生谷房产业市场奠
定成功的基础。
大马The Edge杂志以八页篇幅
独家报道优宾集团最新动态

该独家报道同时刊登在印刷媒体和The Edge备
受欢迎的网站上。此外，该报道也侧重优宾的创
新公共艺术方案，将各大艺术品和雕塑品巧妙融
入其发展项目的建筑与生活格调设计之中，凸显
非凡的艺术美学品味。
欢迎浏览优宾集团网站查阅该篇独家报道:
https://eupe.com.my/eupe-in-the-media

10

11

1

品味生活

维持良好的晨间习惯
维持良好的晨间习惯，是保持一整天高效工作的简易方
法。即便心里很想赖床，也要快快打消念头。保持自律和
维持晨间节奏不仅能让您神清气爽地开始一天的工作，还
能按照计划完成工作。

提高居家工作效率的诀窍

不妨先洗个澡，换掉睡衣，穿上居家工作装束。
这些看似简单的举动，却能让您提振精神，并调整好心
态，迎接一天的工作挑战。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导致我们在过去数个月来，不仅生
活各个层面深受影响，公司的业务运作更是面临前所
未有的干扰。

3

2

设定一整天的日程安排

制定时间表和分配时间分批处理工作，能帮助您充分利用
一天的工作时间。有效的日程安排应和您在办公室工作一
样——设定好工作时间、将工作按缓急先后分序、按时休
息，以及和同事保持联系。

设置一个工作专区

在此例举一个高效工作时间表的例子。
您的日程安排也必须能够灵活调度，以应对突如其来的职
务或与工作无关的任务。但是最好能找到和打造自己的最
佳工作节奏，才能更专注的完成手头的各项任务。

最理想的情况是，远程工作的员工能在家里的空房内设立
一个办公专区，只要把门关上即可区分工作空间与家庭生
活空间。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布置一个良好的居家办
公空间或做出类似安排。

行动管制及其他遏制病毒传播措施严重影响业务的确
定性与连续性，许多公司和员工不得不迅速做出改
变，并寻找创新的工作方式，以使公司业务继续有序
运作。

所以，其关键是把家里某个特定地点(无论是厨房餐桌还是
梳妆台)当成“办公空 间”。 千万别选择在床上或任何能
让人慵懒放松的地方工作，否则您的专注力和工作效率将
会大打折扣。

在尚未有“员工返回职场计划”的情况下，许多大小
型企业都开始适应和接受永久性远程办公模式。
即便在家办公已成为许多人渐渐习惯的新常态，但是
真正的挑战在于居家工作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的专注
力和工作效率。
为此，我们将传授您数个简单的招式，让您的居家办
公变得更有效率，并可持续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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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生活

4

设定限制
您应该跟家里的每个成员或与您共享空间的人士进行良好
的沟通，让他们知道您的作息时间。

5

不妨和他们分享您的工作时间表，以使他们能迁就您的工
作需求。如果其他家人或室友也和您一样居家办公，那么
尽量安排在个别的空间工作，并制定最适合每个人的工作
时间表。

和同事保持联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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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您必须养成均衡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多做运动
和保持身体健康，同时对工作和个人生活设定界限，以避
免远程办公出现工作倦怠综合症。不妨让自己置身于自然
或绿植环绕的环境中，这类环境经证实能纾解压力、让人
保持心情愉快及提高工作效率。

制定待办事项清单

列出当天需要完成的事项清单。您可以使 用Google Tasks
或Outlook Tasks，井然有序的列出所有待办事项。如果您
比较喜欢实质的工作清单，也可以选择将待办事项写在可
打印的模板上，并在完成工作后打个勾。
有了待办事项清单，您就可以将繁复的任务或大任务细化
成多个更易处理的小任务，并能帮助您保持专注，逐一完
成任务。

远程工作的您有时可能会感觉孤独或失去工作动力，尤其
是当您在休息时身边没有同事和您闲聊，下班后也无法和
同事去逛街吃饭。如今，各种在线工具随手可得，能让您
和同事进行虚拟互动，更轻松的增进职场友谊。您可以安
排时间和同事进行视频通话，比如一起来个虚拟午餐，或
是早上开工前聊一聊互相打打气，甚至是互相庆祝彼此的
重要日子。
更积极维系有意义的职场友谊，能大大提升您的工作效率
和幸福感。

参考资料:
https://nomoneylah.com/2020/10/19/productivity-balance-at-home/
https://theeverygirl.com/productivity-hacks-work-from-home/
https://sea.pcmag.com/speech-recognition-products/31902/20-tips-for-working-from-home
https://blog.hubspot.com/marketing/productivity-tips-working-from-home
https://www.ekoapp.com/blog/socializing-with-teammates-while-working-from-home-yes-its-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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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北马发展项目

楼上客厅

巴东色海

3.5英亩
的绿肺

楼下客厅

单层半独立式别墅
土地面积

35' x 80'

建筑面积

26' x 52'

Teya

• 现代与当代风格设计
• 客厅和饭厅采用开放式设计，以优化空间的使用
• 16尺挑高天花板设计，使客厅和饭厅的空气更流通

一层半排屋

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22'x75' 22'x45'
• 现代与当代风格设计
饭厅

20' x 70'

• 保安围篱社区
• 干湿厨房采用开放式设计，以优化空间的使用

单层半独立式别墅
土地面积

• 挑高天花板设计，使室内空气更流通

• 地理位置适中，各种便利设施近在咫尺

建筑面积

20' x 49'

• 现代与当代风格设计
• 客厅和饭厅采用隔断式设计
• 干湿厨房采用开放式设计，以优化空间的使用

+6018-380 9233
eupe.com.my

eupecorporationberhad
Eupe Property - Northern

+6013-4411 858
eupe.com.my

eupecorporationberhad
eupepropertynorthern
Eupe Property Northern

Pemaju: ESTEEM GLORY SDN BHD (227014-T) member of the Eupe group of companies | Anak syarikat: EUPE CORPORATION BERHAD (377762-V)

A project by: EUPE KEMAJUAN SDN BHD (150839-X)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EUPE CORPORATION BERHAD (377762-V)

Pemaju: Esteem Glory S/B • Tingkat 5, Wisma Ria, Sg Petani • No.Lesen: 11555-3/05-2022/0280 (L) • Tempoh Sah: 07/05/2020-06/05/2022 • No.Permit Iklan & Jualan: 11555-3/05-2022/0280 (P) • Tempoh Sah: 07/05/2020-06/05/2022 • No Rujukan: MPKK.BGN(TMN)08/0002/19(10)
• Projek perumahan bercampur 30 unit rumah teres 1 tingkat berharga Min.RM253,080 Max.RM276,400 • 26 unit rumah berkembar 1 tingkat berharga Min.RM381,330 Max.RM597,798 • Dijangka siap Mac 2022 • Pelan diluluskan: MPK • Jenis hak milik: FREEHOLD • Bebanan tanah: Tiada

Pemaju: Eupe Kemajuan S/B • Tingkat 5, Wisma Ria, Sg Petani • No.Lesen: 3828-33/03-2022/0269(L) • Tempoh Sah: 28/03/2020-27/03/2022 • No.Permit Iklan & Jualan: 3828-33/03-2022/0269 (P) • Tempoh Sah: 28/03/2020-27/03/2022 • No Rujukan: Bil(16)dlm.MPSPK(IP)B.4/2010’C’RKM
JLD 3 • Projek perumahan bercampur 25 unit teres 2 tingkat berharga Min.RM412,680 Max.RM515,456 • 35 unit teres 1.5 tingkat berharga Min.RM346,800 Max.RM405,088 • Dijangka siap 2022 • Pelan diluluskan: MPSP • Jenis hak milik: FREEHOLD • Bebanan tanah: Tiada

16

17

优宾人物专访

认识优宾
集团的
幕后功臣

CINTA SAYANG 最新动态

CSR户外酒吧Chips&Bites，
让您边用餐边欣赏苍翠绿茵
的高尔夫球场美景

您在优宾担任什么角色和职责?

您觉得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我担任技术支持管理高级经理一职。我在
1988年加入优宾后一直 服务迄今。我拥有
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
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与政府和规划部门进行协
调和联络，以确保优宾的北马发展项目符合
有关政府部门的所有规定。

身为一名员工，实现团队目标带给我很大的
满足感。身为一家之主和父亲，能够让家人
丰衣足食，并确保他们幸福快乐，就是莫大
的快乐。

您可有鲜为人知的一面?
据我们所知，您最近受委为优宾的“ 新冠肺
炎经理”。您可以和大家分享相关详情吗?
为了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优宾 (北马)也和所
有建筑公司一 样，严格遵守政府规定的抗疫
作 业程序和条规。
而其中一项新条规就是建筑公司必须委任一
名新冠肺炎官员，担任该公司在整个大流行
期间的疫情管控人员。我感到很荣幸，能获
此重任，并获得全体同仁的鼎力相助。
对我而言，担任优宾(北马)的新冠肺炎经理
一职，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掌握所有新冠肺炎
相关知识和政府当局发布的最新消息，以确
保公司获知有效对抗新冠病毒的相关最新资
讯。此外，我也必须确保我们北马全体职员
和建筑工人遵守政府的规定，以降低受病毒
感染的风险。
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任务，因为我们可
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感染。所幸，我身
后有一支超强的支持团队一起并肩作战，并
确保任何可能接触过新冠肺炎患者的员工第
一时间向其上司报告。

我是吉打州Storm跆拳道馆(Storm Tkd)的
创办人、顾问兼主席。Storm Tkd是一间武
术协会，我们的会员年龄介于4至30岁，包
括黑带成员。

如果能在世界任何地方住上一年，您的首选
是哪里?
如果有机会周游世界一年，我最想做的事，
是和我的妻女把臂同游具有冰川地带或美丽
海滩的国家。

对于2021年，您有什么新年展望?
我有三个希望:
1. 希望大马的疫情尽快受控，人们的生活
可以恢复如常。
2. 希 望 大 马 经 济 复 苏 ， 企 业 可 以 重 振 旗
鼓，事业可以重回正轨。
3. 希望优宾的业务不断增长，成为成功的
企业，继续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永续
回酬。

吃住玩乐，
欢聚聊天的好去处

Cinta Sayang Resort
的餐饮餐厅

自过去三十多年来，Cinta Sayang Resort一直是北马一带的最佳
旅游地标之一。
Cinta Sayang Resort 于 1990 年 2 月正式投入运作，并由吉打州
苏丹端姑阿都哈林主持开幕仪式。自此，本度假村成为吉打州皇室
成员、国内外高尔夫球好手， 以及本地旅游发烧友的热选目的地。
这个应有尽有的旅游目的地设有吉打州首个18洞高尔夫球场; 一间酒
店，内设已重新翻修的度假木屋和公寓; 完备各类娱乐设施，如训练
池、壁球场和网球场; 餐饮餐厅; 活动和会议设施以及The Carnivall
水上乐园。

从宴会厅可眺望高尔夫球场和
日莱峰的壮丽迷人景色

本度假村为访客准备的套房和会议室均以舒适和安全为优先考
量。Cinta Sayang Resort于2016年进行全面翻新后，以融合了当
代和现代格调设计的套房重新登场。
Cinta Sayang Resort备有适合进行各类活动庆典的宴会厅，场
地宽敞舒适，还可从落地窗眺望高尔夫球场和日莱峰的壮丽迷人景
色。
Cinta Sayang Resort将在近期开设一间半精致餐厅，专门提供传
统马来美食。CS特色餐厅将成为本度假村美食版图中另 一令人向往
的好去处。在以丰富的马来文化著称的吉打州，它将成为首间，也
是唯一一间提供传统精致马来美食的餐厅。
Cinta Sayang Resort是真正让宾客感觉宾至如归的度假村，更是
北马一带首选 “吃住玩乐，欢聚聊天”的好去处。 Cinta Sayang
Resort的员工随时恭候宾客光临，并为宾客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
任何预订或查询，请致电联络度假村:

04-441 4666

请注意，配合政府的复原期行动管制令，
本度假村决定暂时关闭
The Carnivall水上乐园，直至
2020年12月31日。

Noordihan Hashim
技术支持管理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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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谧与格调
融为一体的独特天堂
坐落在吉隆坡士布爹

即刻注册以获知最新消息!
屡获殊荣的发展商优宾集团的最新发展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