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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攬月之志:
樹立生態設計新標準

优宾集团支持Tropfest东南亚 
短片节青年制片人

“超越期望”- Novum最新 

最佳现代化设施 - The Weave为
您编织最美好的一切

本期内容：

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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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成立至今已将近30年，兴建了逾2万栋高素质房屋，也在
这过程中了解到马来西亚人对生活的憧憬。

另一方面，在不断改变的环境中，优宾集团以持续努力立下成就；
过去30年来，我们秉持强大的传统价值观，成为北马地位尊崇的
发展商。

对我们而言，“信誉”不仅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行，更是我们的核
心价值观。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由于房地产市场过度关注短期利益而带来不
平衡的发展，导致发展商和购屋者之间的信任被忽略了。

董事經理�
獻詞

拿督
馬學里
优宾集团
董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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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誉”意味著：当顾客说出他们对于新家的期望时，我们仔细聆
听；“建立信誉”也意味著：当我们告诉投资优宾集团产业的顾客，将 
给予他们最好的一切时，我们言出必行。

同时，我们对于“建立信誉”的诠释，是不断求进步与革新。

对此，我们总是致力于最大程度上的创造性设计，与其仅仅达到基本要
求，我们更注重生活风格的创造。

本公司的两大成功关键是永续性和革新-这恰好从优宾集团刚公布的新标志
反映出来。

本公司的旧标志已跟随我们将近20年，但我们仍决定更新标志，以显示 
优宾集团朝向新方向发展的决心。当然，同时也将继续坚守我们的核心 
价值观。

如今，我们从北马进军吉隆坡，在马来西亚首都发展重要的高级公寓 
项目，提高现代生活素质的标杆。

我相信本公司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因为我们注重与顾客之间
的信任，致力打造创新的生活风格，这将让我们鹤立鸡群。

总之，永续性发展和革新是决定我们在北马的尊崇地位的两大股力量。 
这两股力量将继续推动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保持独特的发展步伐。

本期内容描述了我们的家乡，吉打双溪大年的Sky Residences发展计划。

Sky Residences于2010年竣工，除了是马来西亚发展最迅速的区域之一，
双溪大年的第一座高楼公寓，也是第一座荣获国际声望极高的绿色建筑标准
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殊荣的马来西亚高楼公寓。

双溪大年Sky Residences的位置宁静绿意，是城镇发展商优宾集团对于当地
的一大赠礼。

荣获LEED殊荣也是我们的一大突破，将推动我们继续设定新方向和新标准，
站立在遥遥领先的地位。

可持續性和革新是優賓集團的兩
大股力量，決定了我們在北馬的
尊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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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的新标志新旧交织-反映本公司持续革新发展的方向。

我们以前的标志由蓝色和红色组成，这两个主要元素保留了下
来，象征尽管本公司正在经历改变，但是我们长达30年的核心 
价值和原则不变。

无论如何，我们以简单的红蓝螺纹取代了旧标志的红蓝六角形。
新标志代表本公司全体同仁正朝向新方向和新目标前进。

新标志也展现了优宾集团的使命和价值观-创造美好生活，建立 
优良信誉。

以全新面貌迎接全新的創造、
永續性和信譽

優賓集團
新標誌

创 造 美 好 生 活 ,  建 立 优 良 信 誉



優賓集團�
向社區伸出援手
优宾集团举办的“与您同心慈善义卖会”筹获逾5万令吉，悉数捐献
本地社群，共有4个团体受惠，即来自优宾集团家乡双溪大年的一家
孤儿院、一家老人院，以及提供洗肾服务的团体，每个团体获得2千
至3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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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敬老苑院长许桂玉女士获捐1万令吉后，
向优宾集团职员表达谢意：“我们十分感谢优
宾集团的支持。”

她说：“优宾集团的职员合力举办这场义卖
会，是难得的善举。除了我们，其他社区团体
也受惠了。”

双溪大年吉打州明修洗肾中心副主席拿督马兴
中局绅接领了3万令吉义款后表示，优宾集团
立下了让其他企业效仿的良好榜样。

“所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我们希望更多
商家履行企业责任，多多回馈社会。”

“与您同心慈善义卖会”于去年12月20日在
优宾集团总部双溪大年丽雅大厦举行，吸引超
过700人参加。

义卖会活动包括家庭游戏、食物和饮料摊档，
以及其他筹款活动。这是优宾集团的永续发展
活动之一，旨在建立更强大的社区。

1. 优宾集团代表Mr. Low移交“与您同心”模拟支票予吉打州明修
洗肾中心副主席拿督马兴中局绅。

2. 双溪大年特殊儿童中心负责人Ms. Cheah Lay Lee接领“与您同
心”模拟支票。

3. Mr. Low移交模拟支票予Sekolah Tahfiz Al-Quran dan Hadith 
Al-Hafiz代表En. Muhamad Khadapi bin Mohamad Nor。

4. Mr. Low移交模拟支票予开心敬老苑院长许桂玉女士。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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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賓集團贊助�
TROPFEST 東南亞短片節
馬來西亞首個短片節

公众在2015年TROPFEST东南亚决赛观赏精彩短片

美国电影协会会员在TROPFEST决赛聚会

TROPFEST东南亚短片节发掘了许多来自马
来西亚和东南亚的年轻制片人。因此，优宾集
团很荣幸成为2月1日在槟城旧关仔角举行的
TROPFEST东南亚短片节的主要赞助商之一。

当天的盛会吸引了约1万人参加，而有16位入
围者激烈角逐2015年TROPFEST东南亚短片
节的冠军宝座。

TROPFEST东南亚短片节开放予来自东南亚的
新秀制片人，根据主办单位今年的主题“轮” 
(Wheel)提交7分钟长的作品。结果收到多达
1000份来自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和越南的
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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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往年在美国、澳洲及中东举行的
TROPFEST短片比赛一样，TROPFEST东南
亚短片节也引起影迷和制片人的广泛关注。

TROPFEST东南亚短片节也被视为有志投身
影视界的年轻人之跳板。

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说，优宾集团有幸能够
参与今年的TROPFEST东南亚短片节，因为
这与本公司通过文化活动强化社区的宗旨是
一致的。

优宾集团在TROPFEST设立帐篷

TROPFEST东南亚评审与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合影留念 TROPFEST主办人祖西迪与国际贵宾

国际著名电影摄影师杜可风于决赛当天致词

TROPFEST东南亚冠军柏联莱（中）、亚军杰克苏利亚
诺（左）和季军宋参利查（右）

他也说到:“很高兴看到16名入围者都交出了高水
平的作品，而且能够在短短的影片当中展现出无限
的创意与热情！由此可见，马来西亚和东南亚诞生
许多制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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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eave-為您�
編織最美好的一切
The Weave把“一切为您”口号带上了更高一层楼，
真正为您打造一切：

The Weave一共分成四个生活风格区（活动、保健、放松与休闲）。

一切為您：

您的家庭
您的社區
您的便利
您的安全

蕉 賴 · 吉 隆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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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半奥林匹克规格泳池
5.儿童嬉水池
6.太阳浴甲板
7.水流按摩与浅水池
8.游戏房
9.儿童游乐场
10.太阳伞甲板

17.吊床花园
18.阅读椅
19.百花园
20.家庭厅
21.烧烤区

22.空中健身房
23.流水厅
24.水疗休养区
25.瑜伽甲板
26.放松角落
27.太极草地

28.儿童健身区
29.乐龄人士健身区
30.舞蹈室
31.脚底按摩走道
32.阅读室

11.下午茶与派对花园
12.多用途礼堂
13.育儿室/儿童俱乐部
14.品味咖啡馆
15.娱乐室
16.X-box游戏室

保健區
25樓14樓

憩息區
5樓

活動區

1.交织花园
2.儿童游乐场
3.宠物健身区/宠物区

底樓

休閒區

最佳的現代化設施

休闲区 活动区 憩息区 保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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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詳情請聯絡： 
Brendon Low  • 012-646 8861 
Danniel Tan  • 012-423 6662

动力十足及充满家庭温馨的活动区，拥有25米的泳池，
让你无时无刻都能保持健康及活力的体格；你的孩子 
可在嬉水池或游乐场游玩；而你的父母也可浸泡在水流
按摩池。

或者，你也可以在保健区的空中健身房锻炼；你的孩子
在儿童健身区操练；而你的父母在乐龄人士健身区或太
极草地活动筋骨。接著，你们可以在流水厅和水疗休养
区放松身心。

假日期间，你可与家人亲戚前往放松区的家庭厅与吊床
花园。在那儿聊天、看书，享受天伦之乐。

加强社区联系！在憩息区的多个花园或烧烤区与邻居和
朋友相聚，这里的甲板和花园都是设计来作为聚会用途
的，与朋友和邻居尽情交流吧！

呼朋唤友一起到瑜伽甲板舒展肢体，在太极草地上跳
舞，或与你毛耸耸的朋友在宠物区上漫步，在这里可 
进行的活动数之不尽。

当你需要独处的时候，躲在阅读室或阅读椅内，享受 
宁静的思考时光。

无论这是一个锻炼身体、放松或聚会的地方，一切都
在你家门前而已。加强家庭联系、社区聚会、享受生
命-The Weave为你创造圆满和便利的生活。

The Weave位于蕉赖市中心，除了环境安全，交通也
十分方便。公寓之外就是公园、学校、购物商场、医院
和娱乐场所，选择生活在这个把美好一切交织在一起的
地标吧！

The Weave’s 憩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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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展示
創新生活方式

Novum’s

这些是优宾集团位于孟沙南区的Novum发展计划的最新全套设
计图，展示高品味的设计与创新的生活方式。

10张设计图完全符合Novum的拉丁语意义 -“创新”，令人留
下深刻印象；其透视图描述了Novum如何在吉隆坡最理想居住
的城郊，树立城市生活的新标杆。

首2张设计图(1和2)说明Novum如何以其标志性且大胆的建筑
设计，成为“新孟沙”的代表，让它在当地众多住宅发展计划
中鹤立鸡群。

1
2

孟 沙 南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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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um的眾多設施
代表了新生活

这些设计图也展示了奠定Novum尊贵地位的众多
设施， 让Novum遥遥领先其他住宅发展计划，
成为“新生活”的代名词。

这包括Novum景象绚丽的泳池(3和4)；名人厨房
(5)、底楼憩坐区紧邻幼儿园和儿童游乐场(6)，
以及针灸走道(7)，Novum许多个让居民休闲和
恢复活力的区域之一。

3

5

4



最后3张设计图展示了公众场所的细节和
空间之高品味设计，包括公寓大厅(8)，以
及Novum住宅单位的睡房和客厅之室内
设计(9和10)。

8
6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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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总经理Nic Foo先生说，这些设计图捕捉了Novum
作为马来西亚首都的地标，与众不同的特质。

“设计图说明了Novum为何可成为孟沙的新地标，以及我们
所关注的细节，以便树立一个最佳现代生活方式的新标杆。
总之，一图胜千文。”

設計圖說明瞭Novum為何成為
孟沙的新地標

10

9

銷售詳情請聯絡： 
Eric Choong • 016-220 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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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um終於擁有�
專屬的網頁了！

此网页内容包括： 
 
•	 Novum设计图

•	 有关公寓设施和设计风格的资讯

•	 住宅单位平面图

•	 买家讯息，包括房贷计算机

•	 有关优宾集团及其他发展计划的资讯 
 
你也可使用网页来登记本身对购买Novum的兴趣，或登
记接收优宾集团现有与未来发展计划的资讯。 
 
Novum 网址：

有兴趣购买或投资Novum公寓单位的人士，可浏览Novum的专署网
页，以留意最新消息与资讯。

www.novum.com.my

http://www.novum.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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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最受歡迎的
社交媒體貼文
# 建筑与设计

善用玻璃屋顶和天井，仓库阁楼获新生。 
http://weburbanist.com/2015/02/19/sunken-sky-courtyard-light-well-suspended-in-warehouse-loft/

曾想象过住在透明屋的感觉吗？这些大胆开放的漂亮设计，仍保护你的私隐。 
http://weburbanist.com/2014/10/28/transparent-home-glass-dwelling-puts-urban-life-on-display/

简单且高尚的台湾房屋展示亚洲的极简主义！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4/12/taipei-home-showcases-asian-minimalist-influences

阿里桑那沙漠的美丽屋子--几何图形及广阔的天然环境赋予设计灵感。 
http://freshome.com/2015/02/13/visionary-courtyard-house-piercing-the-deserts-of-arizona/

 
# 可持续性发展

另一个生态，来自挪威的“零排放”屋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the-zero-emission-house-by-snohetta-zeb-pilot-house/

别丢掉你的卫生纸筒！可将之作为装饰家居的艺术品。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30-homemade-toilet-paper-roll-art-ideas-for-your-wall-decor/

新创意的玻璃屋瓦为你的住家节省能源。 
http://freshome.com/2014/12/17/solar-heating-just-got-stylish-innovative-glass-roof-tiles-for-energy-efficient-homes/

僻静广阔的科罗拉多完美展现天然木材的质朴设计。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5/01/gorgeous-colorado-cabin-secluded-among-the-trees

http://weburbanist.com/2015/02/19/sunken-sky-courtyard-light-well-suspended-in-warehouse-loft/
http://weburbanist.com/2014/10/28/transparent-home-glass-dwelling-puts-urban-life-on-display/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4/12/taipei-home-showcases-asian-minimalist-influences
http://freshome.com/2015/02/13/visionary-courtyard-house-piercing-the-deserts-of-arizona/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the-zero-emission-house-by-snohetta-zeb-pilot-house/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30-homemade-toilet-paper-roll-art-ideas-for-your-wall-decor/
http://freshome.com/2014/12/17/solar-heating-just-got-stylish-innovative-glass-roof-tiles-for-energy-efficient-homes/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5/01/gorgeous-colorado-cabin-secluded-among-the-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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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设计与装饰

创造你充满禅意，放松身心的日本花园。 
http://freshome.com/2015/01/22/how-to-create-your-own-japanese-garden/

善用奇妙的沙发概念，在客厅营造迎接宾客的氛围。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4/11/21-relaxing-living-rooms-with-gorgeous-modern-sofas

装修客厅缺乏预算？可负担的价位也能设计出属于你客厅本身的风格。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15-ideal-designs-for-low-budget-living-rooms/

 
# 优宾集团的发展计划

Cinta Sayang Resort Villas生活与玩乐的地方,是优宾集团位于双溪大年的首要发展计划。 
http://eupe.com.my/project/cinta-sayang-resort-villas/

Hillpark Residences, 沉浸在大自然之中的奢华生活 
http://www.sunrisemanner.com/

現在就加入我們吧！

優賓集團應用程序
現在可在APP STORE尋獲

eupe.com.my

eupecorpbhd

EupeProperty

http://freshome.com/2015/01/22/how-to-create-your-own-japanese-garden/
http://www.home-designing.com/2014/11/21-relaxing-living-rooms-with-gorgeous-modern-sofas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15-ideal-designs-for-low-budget-living-rooms/
http://eupe.com.my/project/cinta-sayang-resort-villas/
http://www.sunrisemanner.com/
http://eupe.com.my
https://twitter.com/EupeProperty
https://www.facebook.com/eupecorpbhd
https://itunes.apple.com/my/app/eupe-property/id913799008?mt=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convep.eupeproperties.app&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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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stcoexist.com

www.weburbanist.com

www.icreatived.com

www.home-designing.com

www.inhabitat.com

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

我們最喜愛
的網站鏈接
优宾集团花费了许多时间不断更新来自世界
各地的新设计和装饰，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
环保趋势。

以下是我们最喜爱的一些网站链接，相信你
也会喜欢。

如果你想与我们分享任何设计和装饰的网站
链接，请通过Facebook或Twitter网页告诉
我们。

http://www.fastcoexist.com
http://www.weburbanist.com
http://www.icreatived.com
http://www.home-designing.com
http://www.inhabitat.com
http://www.architecturendesign.net


九天攬月之志
優賓集團設立生態設計
新標準

Sky Residences 俯瞰双溪大年的宁静绿意，是马来西亚最
独特与创意的建筑之一。

双溪大年是吉打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而优宾集团2010年在此
设计及兴建的Sky Residences，是当地第一座高楼公寓。

Sky Residences楼高18层，拥有88个公寓单位，是马来西
亚第一座荣获LEED殊荣的建筑，尽显独特！

LEED的全文是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Design（能源与环保设计先锋），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 
惟有达到最严格革新环保标准的建筑，才能获此认证。

正如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所言，Sky Residences
被设计为一座不只是北马，而是全国标志性的公寓。

“Sky Residences为马来西亚的永续性产业设计与完善生
活，树立了一个新标准。现代人对发展商的要求越来越多，
希望产业除了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也是一个投资首选。”

他说，气候变化和天然资源开发已成为公众关心的课题， 
因此发展商应该更注重可持续性发展的设计。

“马来西亚正追上世界永续性发展的潮流，而永续性发展的
标准是需要不断提升的，所以发展商应该继续寻找和设立新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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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争取LEED认证，不只意味著创造节省能源的天然生活环境，
维护成本也必须计算在内。

此外，Sky Residences的设计也要为居民带来健康和保健上的正
面影响，所以此建筑经过科学测试，以便可从天然环境中，最大
程度地采用自然光源与空气。

简言之，此建筑加强了健康的空气流通，以及全天自然采光。

Sky Residences提供居民一个更天然，充满生命力的生活环境。

此建筑也完全由无毒建筑材料构造而成。

Sky Residences隔邻优宾集团Cinta Sayang 
Resort的Cinta Sayang高尔夫球场，居民由此可 
接触各种运动和保健设施，包括走道和脚车道、 
游泳池、SPA 、 骑马、高尔夫球及射箭设备。

从Sky Residences 18楼可远眺观赏日莱峰日落

开放式的接待柜台自然通风，因此不必使用冷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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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商必须意识到，我们有责任确保健康和保健不
仅是住宅设计的附加品，更是设计的重心。”

拿督马学里说，至今仍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优宾集团
要把Sky Residences设计为全马最环保的建筑？

我的答案是：“为何不呢？”他说：“我们总是努力
站在创新产业的前线，因此在永续性建筑设计方面跨
前一大步，是相当符合逻辑的。”

發展商在項目規劃時往往忽
略了健康的生活源自於健康
的住家。

Sky Residences 18楼的平静绿洲

Sky Residences外面就是高尔夫球绿地

-拿督馬學里

“

”



LEED認證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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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D是美国1990年设立的一项系统，用以推广和认证
永续性建筑和“绿色”生活方式，其环保标准几乎涵盖
所有建筑范围，包括建筑设计、维护和操作，由设计和
建筑界的权威专家设定及监督。

全世界30多个国家拥有LEED认证的建筑和社区，最著名
的LEED认证建筑包括全世界最高的摩天楼：台北101、
纽约帝国大厦、曼谷Park Ventures商业与豪华酒店综合
大楼。

欲进一步了解LEED认证和世界各地的LEED发展计划，
请浏览

LEED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mENT DESigN，能源與環保
設計先鋒) 是綠色建築及住宅的國際
評分系統。

www.usgbc.org/leed

http://www.usgbc.org/l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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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賓人物

認識
優賓集團的�
幕後功臣

优宾集团
高级景观设计主管

Mohanaraj A/L  
Visvanathan

你如何成为优宾集团的景观设计师？

Mohan: 我担任这个职位已经5年。我刚踏入社会时是空军
技工，服务了22年后退休。我想找些事情做，也尝试了数
个行业，最后获得优宾集团聘请。

当时，我只懂得基本的景观设计和园艺。以前我负责空军
基地草地的整齐和美观；加入优宾集团后，我陆续学习了
景观、植物和花园设计。现在这一切已经成为我的热枕和
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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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喜欢的优宾集团发展计划是什么？

你梦想的花园是怎样的？你的朋友和邻居是否有向你讨教园艺和景观
设计？

Mohan: 各项计划有其独特之处。优宾集团向来确保它创造
的景观设计和户外环境，是发展计划的附加价值。我最喜
欢的景观设计是Cinta Sayang Resort Villas，此工程还
在进行中，不过其景观设计十分特别，最突出的是入口道
路两旁的多花番樱桃树。5年之后，当树茁壮成长时，入
口大道将变得十分壮丽。

Mohan: 有，他们通常询问室内和户外的植物知识。他
们也询问种植的秘诀，以及浇水的正确方法。我给予他
们最好的忠告，就是确保土壤良好。因为没有良好的土
壤，你无法看到成果；拥有正确的土壤，任何事情都有
可能发生！

另外，你必须对园艺充满热情，你必须花时间来照顾花
园。按部就班，别拔苗助长，这也是你自己的享受啊！

Mohan: 我家里没有设置花园的空间，因此我把优宾集团的
景观设计视为我的“花园”。我的梦想花园十分简单：沿
墙有粗壮的灌木丛，有一些棕榈树遮阴，夜晚时有一些灯
光，是一个简单得来又可放松享受的地方！



EUPE CORPORATION BERHAD (150839-X) 

5th Floor, Wisma Ria, Taman Ria,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Darul Aman, Malaysia.
T. +604-441 4888   F. +604-441 4714 / +604-425 1152

创 造 美 好 生 活 ,  建 立 优 良 信 誉

孟 沙 南 區

http://eupe.com.my
https://twitter.com/EupeProperty
https://www.facebook.com/eupecorpbhd

	Button 12: 
	Button 13: 
	Button 14: 
	Button 15: 
	Button 16: 
	Button 9: 
	Button 10: 
	Button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