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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迈入30周年，也是一个反映我们的成就，
以及省思集团目前和未来驱动力的时刻。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我们将继续遵循优宾集
团鹤立鸡群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观和实践方式，在未
来的日子里发扬光大。

优宾集团首十年的时光，几乎完全注重于大量的城
镇住宅项目。

优宾集团是开发双溪大年的先驱，成功将丛林和种
植园，转变为蓬勃发展的社区。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在建立了成千上万的房子，
推动双溪大年成为北马成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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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价值”意味着赋予顾客更多的优质设计、完美饰润和社区设施。

我们的共享价值策略是我们整体长期业务战略的一部分，那些寻找一个可负担投
资，且长期居住的房子的顾客，是当中最大的受惠者。

在付出的同时，我们也同时吸引来更多有信心的买家。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底
线建立永续的回报。

许多长期追随优宾集团项目的顾客都知道，我们已转型兴建双溪大年及周边的高
档住宅项目。

我们也通过一系列标志性的住宅项目，进军吉隆坡市场，旨在将创新设计与时尚
的城市生活融为一体。

尽管如此，优宾集团依然致力在北马兴建大量的优质住房，让中下阶层也有机会
拥有自己的安乐窝。

我们在开发高档高价值的市场之际，也耕耘传统的密集住宅市场。因此，在市场
趋势产生变化时，优宾集团将具备强大的缓冲优势。

我们凭“共享价值”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展商。即使今天顾客的要求已经变得
越来越高，但是一些发展商仍选择牺牲房屋素质来追求短期的利润。可是我们不
一样，我们与时并进，尽力迎合新的市场要求。我们30年来一直遵循的“共享价
值”，将继续成为我们未来30年的理念。

正如本期 Property Trust 所强调的，本集团的“共享价值”理念将继续落实在我们
最新的可负担房屋计划--双溪大年的 Seri Astana 和 Sri Iora。

这两个项目不仅赋予顾客设计宽敞的高素质房子，而且价格合理。此外，我们也
通过精心规划，全力打造和谐的社区生活。

最后，我在此代表优宾集团的每一个成员，祝愿所有顾客和支持者欢度喜气洋洋
的金鸡年。

祝愿您和家人在未来一年荣景无限！

DNA



此项目原本称为The Weave，涵盖各类创新的生活功能及独特的建筑设
计。

但优宾集团今年初决定重新审视该项目，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提供顾客更好的选择。

修订后的项目将命名为Parc 3。

全新的名字和标志，反映了Parc 3主要赋予居民无与伦比的自然且时尚
的生活风格，可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许多设施和绿色空间。

Parc 3也直接俯瞰吉隆坡南部最大的公园之一，即占地33英亩的蕉赖老
街场休闲公园。

Parc 3距离双峰塔仅7公里，邻近便利的交通、购物和娱乐设施。

这个新概念将在数月后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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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在吉隆坡的第一个高楼住宅项目Novum的建设
加紧步伐，三个楼塔日渐成形。

Novum工程预料于2019年竣工，A座高40楼，而B座和
C座将分别达31层和37层。

Novum位于孟沙南区的抢手地段，靠近谷中城、轻快
铁及其他便利设施。

该项目的建筑设计具有标志性，极佳的创新生活功    
能，如专属的应用程序，可把居民与生活资讯连接在
一起，或让他们以最便利的方式支付账单。

Novum也具有永久业权，让每位买家永久拥有这个专
属区域。

任何查询请联系Novum营销办事处(03) 220 22200或发
送电邮至Novum_enq@eupe.com.my.

NOVUM



CINTA SAYANG

优宾集团的 Cinta Sayang Resort 经过装修，已
焕然一新，摇身一变双溪大年最新的娱乐休闲
中心，深受本地人和游客的欢迎！

经过改造后的 Cinta Sayang Resort，目前拥有
两个全新的餐厅及休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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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各位光临 Cinta Sayang Resort 的两家新咖啡馆 - CS 
Café 和 Chips & Bites。

两家咖啡馆都提供一系列美味的西式创意料理、自制的
蛋糕和甜点、以及价格合理的清新饮品，服务周到。

单点则有美味的意大利面、可口的沙拉、自制的汉堡、
三明治和令人垂涎的各式肉鱼类烹煮佳肴，另外还有度
假村新上任的蛋糕师傅每天新鲜炮制的蛋糕，况且尚有
香浓的欧式艺术咖啡呢！

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8时半开始，Chips＆Bites 都会
播放现场音乐，每天下午5时至晚上9时则是欢乐时光。

从2017年1月起，Chips＆Bites每周六将推出火锅自助餐。

来吧！一起在轻松的 Cinta Sayang Resort 绿色环境享受
人生！



Cinta Sayang Resort 最热门的 Carnivall 水上
乐园也翻修一新，被赋予全新的生命力，给
您的家庭带来更多兴奋和乐趣！所有著名的
玩乐设施在装修后仍保留下来，包括激流勇
进（Splash Mountain）、旋转式滑水道       
（Tornado Twist）和回飞式滑梯水道           
（ Boomerang Falls），未来将有更多新鲜玩
意儿。

Carnivall 是举办大型活动的理想场所，例如
年度晚宴、婚礼或者员工团队建设活动。

欲知更多资讯，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intasayangresort.com/waterpark/

Carniv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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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TA SAYANG
RESORT 

Cinta Sayang Resort 

新上任的 Cinta Sayang Resort 总经理，决心把这个度假
村打造成一个“住、玩、吃、聚”（度假村的新标语）
的好地方。

来自荷兰的总经理 Silvan Neuteboom，拥有在酒店服务
超过15年的丰富经验。

当时，他一直在东南亚从事创办和经营酒店的工作，最
近一次是在槟城创办及经营 GLOW 酒店。

Sil 将善用他高级酒店经理的经验和技能，把 Cinta 
Sayang Resort 变成“老少咸宜的地方”。

“我们重新定位这个度假村，要将之变成双溪大年每
个人寻找乐趣和放松身心的地方，以及一个适合所有
年龄人士的休闲及娱乐场所。毕竟，它是这个社区将
近30年历史的重要地标。”

Sil 说他的新团队最近几个月不停奋斗，对 Cinta 
Sayang Resort 这座北马最受欢迎的渡假村，进行一系
列重大的改变，包括多功能宴会厅和客房、两家新咖
啡馆，以及 Carnivall 水上乐园的大型装修。

“我们忙碌了6个月，才一切准备就绪。”他说：“庆
幸的是，我们现在可为婚礼、公司活动、会议和重大
活动提供很棒的新场地。”

“第一期的翻新工程即将完工，我们计划在未来几个
月进一步修缮，以便成为北马首屈一指的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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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yana

优宾集团在北马领先的发展商地位与其30年来，为千家万户及首购族兴建可负
担房屋的历史密切相关。

优宾集团延续这个优良传统，在大本营双溪大年展开两大城镇发展计划。

这两个项目分别为 Bandar Seri Astana 和 Sri Iora，是典型的优宾集团附加价值
项目，为中等收入家庭或夫妇而规划及建设。

优宾集团市场营销与设计主管拿汀颜爱玲说：“在优宾集团，兴建可负担房屋
不代表削减素质。”

“我们的共享价值理念，是通过减少收益，以便给予顾客更多--更多的空间、
更多的绿意，以及更优质的设计。”

KELISA RIA • SUNGAI PETAN I



优宾集团依据可负担豪华概念，推出Iora两大项目。

这两个项目都注重于宽敞空间和开放概念，房屋布
局以务实为主，让空间可相互配合，并确保有足够
的房间（两个项目都有4间卧室），以满足成长中的
家庭，或家庭成员较多的家庭。

这两大项目分别是毗邻式洋房和独立洋房，虽然是
单层洋房，但有双倍大的客厅和饭厅空间，以及宽
敞的开放式空间。

这类设计不仅让房子打开了空间，还赋予房子加倍
的豪华感觉，并且有利于通风和自然采光。

拿汀颜爱玲说：“主人回家时，是回到一个天花板高
挑的宽敞豪华空间，空气流通顺畅，他们不会想到凭
这可负担的价位，也能拥有奢华住家的感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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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ra TamayraTamayraTamay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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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i Astana 

宽敞的客厅、独立的饭厅和干湿双厨房--Seri Astana 宽敞的空
间让全家人抱拥舒适的生活。

此外，一个可容纳两辆汽车的覆盖式停车坪，以及优雅的住宅
外观为您的家园锦上添花。

拿汀颜爱玲说：“这个即将推介的新项目，同样遵循我们一直
以来秉持的理念而建，即帮助更多人拥有自己的家园，同时通
过务实和灵活的布局来提升他们的生活素质。”

任何查询请致电 013 444 1858 或 (04) 424 0668。

Tarynia



这个经过改造的老谷仓，通过堆叠木材阁楼
式设计，最大限度地扩张空间和制造氛围。
http://dornob.com/stacked-timber-loft-installatio
n-transforms-a-barn-in-belgium/

采用这些优雅的黑白室内设计，构成自成一
格的简约主义。
http://www.home-designing.com/monochrome- 
minimalist-spaces-creating-black-and-white-magic

这位瑞士艺术家给你带来难以置信的墙壁    
艺术。
http://icreatived.com/2016/06/playful-murals-
swiss-artist-wes21.html/

耀眼的手工木制浴缸，将豪华沐浴带到另一
个新高度。
http://dornob.com/wood-meets-water-in-6- 
gleaming-handcrafted-timber-tubs/

一个由蒸汽弯木制成的住宅，设下一个全新
的永续基准。
http://inhabitat.com/tom-ra�elds-beautiful-  
steam-bent-wooden-home-is-�lled-with-  
sustainable- furniture/

一家越南酒店回归自然，拥有郁郁葱葱的绿
色外观。
http://inhabitat.com/posh-new-vietnamese-hotel
-with-a-lush-green-facade-brings-guests-closer-to
-nature/

这些绿色建筑材料比混凝土更好用。
http://inhabitat.com/11-green-building-materials-
that-are-way-better-than-concrete/

世界十大令人惊叹的水上洋房。
http://www.housebeautiful.com/lifestyle/g3879/overwater-
bungalows/

很棒的可膨胀建筑物，比热空气还厉害。
https://www.dezeen.com/2016/09/28/10-best-in�atable-   
buildings-structures-roundup- architecture-balloons/

加拿大一栋漂亮相机式房子的快照。
http://dornob.com/surveillance-camera-house-tower-   
bedroom-exploits-zoning-loophole-for-lake- views/

这栋布拉格艺术建筑屋顶上的永久结构，是一艘巨
大的策帕林飞艇。
http://inhabitat.com/a-giant-zeppelin-shaped-gathering- 
space-lands-on-the-roof-of-the-dox-center-for-contemporary
-art-in-pr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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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面貌，新风味，集于一体--优宾集团的Cinta 
Sayang Resort - 北马最早开发的高尔夫度假村之
一，如今经过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玩的地方，可
留宿及彻底放松身心！

Novum的建设工程--优宾集团在吉隆坡的第一个
项目-正往前迈进一大步。这里附上最新的照片。
在脸书上关注我们，以便获取有关 Novum 进展的
最新消息吧！

要寻找物有所值，位于市中心的产业？位于孟沙
南区的永久业权项目 Novum，可能是您下一个最
好的投资机会。不要错过我们在马来西亚房地产
博览会（MAPEX）的展销区！

马来西亚人比较喜欢三间卧室以上的大型房屋，
你认为呢？来自iPropertyiQ的分析。
http://focus.iproperty.com.my/news/1661/ipropertyi
q-analysis-growing-demand-for-larger-property-with-
3-bedrooms-or-more-#5y2GwkB2EV8KEKbr.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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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与您同心”计划捐赠必需
品，帮助社区团体和有需要的人士。

第一个活动是捐赠100袋白米给国大
党吉打马莫区部举办的慈善活动。这
些白米分派给贫穷家庭、残障人士和
单亲家庭。

第二个也是国大党举办的活动，优宾
集团捐赠了一系列的电器产品，例如
洗衣机、搅拌机和电饭煲，作为国大
党与吉打州政府联办的2016年屠妖节
嘉年华会幸运抽奖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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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pe's Mr Low (centre)
helping to hand out rice donations

优宾集团“与您同心”计划捐赠必需优宾集团“与您同心”计划捐赠必需 第一个活动是捐赠

Rice bags donated by Eupe



MR THOMAS NG
优宾集团工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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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我简介吗？你从事建筑业多久了？

我毕业自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之后，从事建
筑业至今已28年。我来自建筑世家，拥有建筑学专
业的理学士学位，在叔叔的影响下选择入行。

你如何处理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工程管理任务？你
对团队设下的主要规则和原则是什么？

我应对挑战的方法是亲自检查、鉴定和理解一项工
程的所有程序和风险，然后再将其分割为更易于规
划和管理的小环节。身为工程经理，我的基本原则
和规则很简单。第一，在材料、机械、人力和机械
控制四个关键领域，设立良好的物流安排和规划。

第二，选择最长的路线，把实验留给别人。只运用
已获得证明的建设方法，采取实际的行动。管理者
如果不先亲自了解眼前的问题，是几乎不可能解决
任何问题的。

第三，在各项决策方面鼓励团队精神，并赞赏每一
个有贡献的人。

你今年加入优宾集团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些新鲜有
趣的挑战？

确保工程素质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确保每一个人在工
作上良好实践也是一个挑战。我们对工程的每一个环
节将继续力求优良素质和稳健的进步。在客户满意度
和回头客户方面，我们也力求超越竞争对手。

你所做过最具挑战性的项目是什么？为什么？

我所做过最具挑战性的项目，是 GDP architects 在
亚罗士打为 Belleview 公司设计的 Aman Central 
Mall，商场建筑有各种形状和大小。与住宅项目不
同，零售业需要随着租户的需求不断改变设计。这
意味着工程经理将接到永无止境的一系列新指令，
而且总是在最后一刻，建筑商不会获得任何额外的
时间或成本。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工程经理的技 
能、智力和耐力都是一大考验。

你空闲时喜欢做什么？

我喜欢当“间谍”，去检视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做些
什么。这种“隐带罪恶感的乐趣”扩大了我的洞察
力，可侦察到其他专业人士最新和最有效的做法。



创造美好生活,  建立优良信誉

    细节即将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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