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perty

23
2022 | APR - AUG

Vol.

14-15

8-9

10-13

������������������������



庆祝重大突破

我们将继续专注于通过兑

现我们对涉众的承诺来建

立优良信誉。

近两年来，优宾一直在努力应对挑战和

不确定性，Est8的成功推展只是我们所

取得的重大突破之一。我们致力于保持

灵活性并专注于为客户提供最佳结果，

这帮助我们不断壮大。

正如本期重点介绍般，我们即将在总部

双溪大年以及巴生谷开展的一系列项目

已准备就绪，这将继续我们的发展势

头，并显着扩大我们的商业足迹。

如今，我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项目

赢得了重要的国内奖项。连同我们迄今

为止最大型且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包

括孟沙南区Novum和吉隆坡南区Parc3

的建竣和交屋，这意味着优宾正从一家

总部设在北马的公司发展为获得国内认

可的全国性公司。

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专注于通过兑现

我们对涉众的承诺来建立优良信誉。为

了标志我们的转变，公司致力于制定新

的愿景和使命宣言：

一家公司的愿景和使命宣言旨在告诉涉

众其认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和目的。优

宾的新宣言侧重于我们所谓的“共享价

值”。

 “价值”是我们作为一家公司所希望产

生的正面、长期的影响。我们的宗旨是

尽可能广泛地分享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

务所创造的价值，而不仅限于我们房产

的买家和使用我们其他服务的客户。

我们希望通过公司运营所创造的价值，

来支持和培育我们运营所在的社区和环

境。这便是我们最近几个月更新优宾集

团“永续增值”战略的目的，以反映我

们现在致力于生态设计和社区建设的一

些新方向。有关我们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最新举措，请参阅我们网站上最新版

的“永续增值” ：

http://bit.ly/EupeSP3

与社区分享价值

本着我们的“共享价值”使命和愿景以

建设强大、可持续性的社区，我们感到

很高兴我们在5月份举办的2022年“与

你同心”慈善义卖会筹获了十万令吉。

许多以建立更具弹性的社区网络及援助

有需要群体为其使命的组织参与了慈善

义卖会，所筹集的款项则将直接用于支

持他们的一些慈善事业。我邀请你阅读

第10至13页以了解有关活动的更多详

情。

在我们将强势迈入今年下半年的当儿，

我们希望你会喜欢本期内容，以及公司

内部正在发生的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态发

展。

马来西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正在

摆脱对运营时间、生产能力局限，以及

加强安全措施的诸多限制，而这些限制

在最近已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重要部

分。

总之，我们再一次享受到在全球新冠疫

情之前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随着

国家经济开始重现活力，我们乐见消费

者对马来西亚住宅房地产行业的信心逐

渐地有所增长。

我们在2021年底公开发售的第三个吉隆

坡项目士布爹Est8所创下的强劲销售就

证明了这一点。在短短的六个月内，该

项目的销售额已超过90%。这是一个真

正鼓舞人心的成绩，我们由衷感谢每一

位购屋者对我们的信任。这证明了Est8

采用突破性建筑概念建造的时尚、沉浸

式设施持续成为房地产市场的特色。

重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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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集团在吉隆坡的第三个项目Est8即

将售罄。

自六个月前推出以来，该项目的821个

单位中有近90%已售出。

距离谷中城购物及娱乐区仅几步之遥的

Est8经过精心设计，在吉隆坡最受欢迎

的地区之一为购屋者提供一个宁静、安

全和时尚的城市避风港。

其独特的设计和时尚生活概念是优宾屡

屡获奖的项目团队与一些亚洲最佳住宅

设计师的合作成果。

这其中包括Ministry of Design，一家总

部设在新加坡的建筑与室内设计公司，

也是Est8空中花园设施和公共区域设计

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购屋者对Est8所提供的许多时尚生活和

设计的不同之处做出了回应。

鉴于房地产市场仍在摆脱新冠疫情的不

确定性，Est8的高认购率更叫人感到

欣慰。

该项目设有防冠病特色，以保护居民的

身心健康。

优宾集团也即将推出其在吉隆坡的第四

个项目——一个令人兴奋的度假式住宅

发展项目，位于城市的另一个新兴区

域。

八打灵再也南区Helix2距离双威镇仅6

分钟车程。

它专为那些在可负担房产市场中，寻找

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而其设施可使生活

变得轻松自在的人士而设。

该项目将拥有各种类的设施和特色，着

重于自然生活、可与亲朋好友相聚的宽

敞区域，以及与八打灵再也便利设施的

便捷连接。

如欲查询Helix2，请联系 

+6017-275 7188

Est8热卖

公司新闻

优宾在前进中

在市中心的
度假式生活

关于我们崭新和未来项目的最新消息

隆重介绍

Helix2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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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也一直忙于确保公司未来在北马实

现增长。

公司已在双溪大年买下一块120英亩的

黄金地段。

该片土地靠近地方政府办事处和医疗设

施，将被开发为一个独特的住宅与商业

混合区，满足北马最迅速发展地区之一

的需求。

目前该地段的开发正在规划中，预计项

目的商业用途阶段将于明年下半年启

动。

Klang Valley

Sungai Petani

优宾不只是忙于在吉隆坡推出新项目。

它也在收购新土地，以期在马来西亚首

都开发更多获奖的项目。

它最近在Belfield收购了一块4.8英亩的

地段。由于吉隆坡城中城(KLCC) 就在

附近，此次收购符合优宾将其发展项目

置于最抢手地点的战略。

优宾获奖无数的设计和项目团队现又再

为另一个标志性项目进行设计，就像优

宾之前的吉隆坡项目一样，旨在通过标

志性的建筑和生活方式设计为所在地区

重新定义。

在巴生谷

巴生谷

用于发展更多
标志性项目
的新土地

公司新闻

在双溪大年

双溪大年

在双溪大年的土地被指定

用于开发住宅与商业混合

发展项目。

优宾集团最近收购了占地4.8英亩的Belfield黄金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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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C3 @ KL SOUTH

优宾的“A Shot In The Parc” 

Instagram比赛邀请了这新落成的发展

项目的居民，提交他们最喜爱的Parc3

地点的照片来参赛——成功吸引了近

700份参赛作品！

非常感谢参与的Parc3业主，他们都表

现得非常棒。透过这些引以为豪的业主

眼睛看到Parc3，以及他们在Parc3的

新家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特别，真是不可

思议。

现已公布获奖名单。祝贺全体获奖者！

请欣赏这些精彩的获奖照片！ 

我们的
优胜者出炉！

大奖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九名

第六名

第三名

第十名

第七名

第四名

第十一名

第八名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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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优宾长期致力于帮助建设更强大社

区的承诺，优宾最近在吉隆坡举办了第

二届“与你同心”慈善义卖会。

该活动办得非常成功，为参与的慈善组

织筹获了十万令吉。

参与其盛的数百民众可以选购由参与的

慈善组织和社区团体所准备的一系列商

品。

其中包括手工艺品、烘焙食品、餐饮、

礼品，以及各种亲子游戏，甚至还有一

个提供理发服务的摊位。

超过25个摊位代表了各别的社区团体及非政府组织。

慈善义卖会是优宾“永续增值”计划的最新活动，旨在通过资助一

些有价值的社区建设项目来建设更具弹性的社区，以及协助那些以

支持有需要群体为使命的组织。

近七万令吉的义卖会盈利由参与的非政府组织通过摊位和其他受欢

迎的项目筹获。为此次活动筹得的另外三万令吉，包括来自在义卖

会也设有摊位的优宾员工，将回捐给所有参与的非政府组织。

受惠的17家慈善组织分别为：
- 自闭症咖啡馆计划 (Autism Café Project)
- Bohomys
- Charity Right Malaysia
- 儿童尊严基金会 (Dignity For Children Foundation)  
- 马来西亚食物银行 (Food Bank Malaysia)
- 为学习障碍者寻找机会
 (Generating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Disabled，GOLD)
- 原住民小铺 (Gerai OA)
- 本南支援组织 (Helping Hands Penan)
- 生命之光 (Living Hope Global) 
- 冠军孤儿院 (Pusat Jagaan Rumah Juara)
- Pusat Kreatif Kanak-Kanak Tuanku Bainun
- STAND (Skills, Talents, Acceptance, Needs, Destiny)
- SuperMum Bakery
- TASK Angel
- 丢失的食物项目 (The Lost Food Project)
- 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Malaysia)
- 日辉之家 (Yayasan Sunbeams Home)

社区举办
为我们的

“与你同心”慈善义卖会

“与你同心”慈善义卖会

优宾员工向访客展示他们在义卖会

上售卖的限量版麻布袋和雨伞，全

由集团市场营销总监拿汀颜爱玲手

绘设计而成。

优宾“与你同心”慈善

义卖会获得各界的踊跃

支持，现场人潮涌动。

优宾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在其

中一个游戏摊位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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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谢大家给予此次活动大力支持并

涌跃参与，特别是来自我们的商业伙

伴，他们慷慨地为这些售卖他们的产品

及促进他们慈善事业的组织献上支持。

感谢大家！

“与你同心”慈善义卖会

儿童尊严基金会在摊位

上售卖的物品。

“善良是每个人都给得起的礼物。”

日辉之家在摊位上

售卖的物品。

冠军孤儿院的

志愿者在他们

的摊位打包嘛

嘛罗惹。

Dwi Emas国际学校的学生在义卖会

上向参观者推销他们的物品，承诺

将部分的盈利捐给慈善团体。

优宾集团在摊位上摆卖物品，

所得盈利将回馈慈善团体。

马来西亚食物银行的摊

位摆卖家居用品。

原住民小铺在摊位

上售卖的物品

原住民小铺摊位的一名志愿者在售

卖大马原住民的手工艺品，以复兴

和振兴传统手工艺。

本南支援组织的摊位在

义卖会上获得了访客的

大力支持。

一位年轻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以筹

募款项，其善举值得表扬。

访客在游戏摊位碰运气。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志愿者与参观

者分享有关其慈善事业的信息。

一家人一起在任天

堂游戏摊位玩乐。

志愿者在为学习障碍者寻找机会 

(GOLD) 的摊位上售卖自制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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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最近，全世界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

化。

我们所有人关心的社会、环境与社区问

题也是如此。

新冠疫情使大家的焦点都放在身心健康

方面，尤其是我们如何在自己家里以及

更广泛的社区里保护自己的健康。

洪灾等极端天气事故提醒了我们，如果

我们忽视对环境的关注，我们的世界将

会变得多么脆弱。

优宾非常自豪于一边投资并增强我们运

营所在的社区，一边开发新颖的创新方

式为我们的购屋者创造持续价值以及保

护环境。

我们最近发布了最新版的优宾可持续发

展战略——《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新方

向》——指导我们公司所做的每一件

事。

我们“永续增值”战略的目标不仅是要

符合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传统标准，更要

超越它们，通过设定新标准来滋养我们

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们的2022年“永续增值”战略概述了

我们在后疫情时代要如何实现这些重要

目标的愿景和准则。

该文件着重说明我们如何在实践中实现

这些承诺，通过我们屡获殊荣的住宅项

目，将自然生活与标志性设计和时尚生

活创新结合起来。

重要的是，该战略概述了可持续发展如

何成为优宾共享价值使命和愿景的核

心——旨在广泛地与所有涉众分享公司

所创造的价值。

迎接新挑战

修订后的战略概述了优宾集团在两

个关键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新方向：

2 1通过将防冠病设计特色融入选定项目，

保护购屋者的健康——这是优宾有益于

健康的空气生态设计原则的一部分。

认可公共艺术——这是优宾吉隆坡项目

设计的显著特点——作为其标志性设计

原则的重要部分。

该战略强调优宾是如何为房地产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设定新方向，不仅如此，还

有如何也符合由政府和可持续发展团体

规定的传统标准。

优宾可持续发展方法的独特性现正受到

越来越多大众和行业的认可。去年，优

宾的吉隆坡南区Parc3获得了iProperty

发展卓越奖(iDEA) 最佳永续高楼发展

奖。

你可以在

http://bit.ly/EupeSP3

下载该战略。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的可持续发展

设定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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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MEDIA FEATURE

你在优宾所担任的角色和职责
是什么？你在公司工作多久
了？

我现已在优宾工作了7个月。我的职责

包括为士布爹Est8和我们即将在八打

灵再也南区开展的项目寻找新的潜在客

户，以及通过Zoom或亲自在销售厅与

潜在客户进行预约。我会倾听客户的需

求、处理他们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谈

判交易，当然还有达成交易。

随着马来西亚摆脱冠病疫情的
限制，请与我们分享你接下来
的计划！

我接下来的计划是去做我以前从未做过

的事情！比如学游泳、一周内读完一本

书，以及去我从未去过的地方旅行。

你最常用来形容自己的三个词
是什么？

有抱负、有上进心和满腹热情！

如果你只能教导你未来的孩子
三件事，那会是什么呢？

我会教导我的孩子们如何管理他们的财

务和现金流，因为学校可能不会教导这

些事。

我会教导我的孩子们批判性思维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这将有助于建立他们的自

信并使他们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在竞争

激烈的世界里想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最后，我会说是领导能力。领导能力将

使我的孩子们拥有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

和促使事情发生的能力。领导能力也会

逐步培养自信、灌输团队合作精神和增

进沟通，以及与他人合作来帮助他们做

好所有事情。

你在有压力的环境下如何应
对？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经历压力过大的情

况，而这句话就引起了我的共鸣——“

如果你不能改变情况，那就改变你的心

态”。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消极态度或

焦虑不安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除非我

改变自己的心态，认真看待我所面对的

问题，去找出其解决方案。

你会给年轻又刚毕业的自己最
重要的两个建议是什么？

i) 学会对生命中任何事情有更多耐心和

更加坚持。

ii) 开始投资于尤其是金融和商业方面的

知识。

你最喜爱的肉麻情歌是哪一
首？

 Frank Sinatra演唱的“Fly Me to the 

Moon”《带我飞向月球》。

星期五晚上，你会愿意呆在家
里还是出外？

呆在家里读读书和听听古典音乐，好好

享受宁静的时光。

在四季中，你最喜欢哪个季
节？

春天，因为根据中国农历，它象征着新

一年的开始

如果你想离开这个国家，你会
去哪里呢？

我会说是中国，因为中国目前是全球一

个强大又具竞争力的国家。这将是个绝

佳机会，让我体验一下竞争激烈的中国

市场。

Louis Ong

Wordle

Wordle
如何参加？

1. 访问 http://tiny.cc/ptwordle 
2. 完成Wordle挑战。

3. 将正确答案电邮至 corpcomm@
eupe.com.my

 (标题为: Wordle - PT #23)
4. 获胜者将收到电邮通知

Wordle热潮席卷全球。那些黄、绿色的

方块都成了大家吹嘘的本钱——谁能用

最少的猜测次数解出每日一词？

优宾已经加入了这股Word le潮流，

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有我们自创的

Wordle，可让我们的追随者赢取“与你

同心”慈善义卖会优惠券。

以下是我们的竞赛获胜者！

1. jteokc
2. xx_minygiefa_xx
3. foo.le.le
4. Yin Yin
5. fckken
6. Abigail Sim

热潮

特别的Property Trust
版竞赛

我们正在为我们的《Property Trust》

读者举办一场特别的 Wordle竞赛。

首三位读者通过电邮向我们发送以下

Wordle挑战的正确答案，每人将可赢

得Aino品牌100%相思木制成的高品质

上菜盘。

优宾人物专访

销售执行员

认识优宾集团
的幕后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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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QUARTERS   5th Floor, Wisma Ria, Taman Ria,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Darul Aman, Malaysia.   T.+604-441 4888   F.+604-425 1152
KLANG VALLEY OFFICE   D-26-01, Menara Mitraland, No.13A, Jalan PJU 5/1, Kota Damansara PJU 5, 4781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603-7610 0636 (GL)   F.+603-7610 0651/52

A Project by: EUPE CORPORATION BERHAD 199601005416 (377762-V)   |   Under its subsidiary: EUPE KEMAJUAN SDN BHD 198601001697 (150839-X)

Pemaju: Eupe Kemajuan Sdn Bhd • Tingkat 5, Wisma Ria, Sg Petani • No.Lesen: 3828-43/03-2024/0224(L) • Tempoh Sah: 26/03/2022 – 25/03/2024 • No Permit Iklan & Jualan: 3828-43/03-2024/0224(P) • Tempoh Sah: 26/03/2022 – 25/03/2024 
• No Rujukan: MPSP(IP)B.98/2021 D’RKM • Projek Perumahan 5 unit rumah sesebuah 2 tingkat berharga Min.RM2,700,000 Max.RM2,715,064 • Dijangka Siap Nov 2023 • Pelan diluluskan: MPSP • Jenis hak milik: Hak Milik Kekal • Bebanan tanah: Tiada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subject to change and cannot form part of an offer or contract. All measurements are approximate. While every reasonable care has been taken to prepare this material, the developer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inaccuracy. All items are subject to variations, modifications and substitutions as maybe required by the authorities or recommended by the architect or engineer.

eupe.com.my

+6013-4411 858
+604-441 4888

eupecorporationberhad

eupepropertynorthern

Abundance
AuspiciousAn

Lifestyleof

Land Area

69'x136'
Built-up Area

30'x70'
From

3,742sf

VIEW HOUSE
(SIGNATURE)

2-STOREY LUXURY BUNGALOW

VIEW HOUSE
(JUNIOR)

2-STOREY LUXURY BUNGALOW

Land Area

68'x125'
Built-up Area

38'x63'
From

4,699sf

Land Area

90'x70'
Built-up Area

48'x51'
From

5,186sf

TRACK HOUSE
2-STOREY LUXURY BUNGALOW

Land Area

89'x103'
Built-up Area

54'x49'
From

7,530sf

COURTYARD HOUSE
2-STOREY LUXURY BUNGALOW

鉴于斋戒月是施与的时刻，Cinta 

Sayang度假村团队通过为贫困儿童举

办一场特别晚宴来分享斋戒月的精神。

来自慈善组织 Pertubuhan Kebajikan 

dan Rumah Anak-Anak Yatim dan 

Miskin Al-Taqwa的23名儿童和7名教

师兴高采烈地享用美味的自助餐来开

斋。

Cinta Sayang也赠予孩子们“红包”，

以及为该组织准备的食物“关怀包”。

优宾北马项目 CINTA SAYANG 最新动态

与孩子们分享
斋戒月的祝福

Cinta Sayang度假村团队致力于通过企业

社会责任举措来为孩子们的生活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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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x2.com.my
+6017-275 7188 Helix2 by Eupe

Helix2 Sales Gallery

HEADQUARTERS   5th Floor, Wisma Ria, Taman Ria,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Darul Aman, Malaysia.   T.+604-441 4888   F.+604-425 1152
KLANG VALLEY OFFICE   D-26-01, Menara Mitraland, No.13A, Jalan PJU 5/1, Kota Damansara PJU 5, 4781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603-7610 0636 (GL)   F.+603-7610 0651/52

Another exciting project by: EUPE CORPORATION BERHAD (377762-V)   |   Under its subsidiary: EUPE PJ SOUTH DEVELOPMENT SDN BHD (777341-A)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subject to change and cannot form part of an offer or contract. All measurements are approximate. While every reasonable care has been taken to prepare this material, the developer cannot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any inaccuracy. All items are subject to variations, modifications and substitutions as maybe required by the authorities or recommended by the architect or engineer. Maklumat yang terkandung di sini adalah tertakluk 
kepada perubahan dan tidak boleh menjadi sebahagian daripada tawaran atau kontrak. Semua ukuran adalah anggaran. Walaupun segala usaha dalam menyediakan semua maklumat yang terkandung di sini telah dibuat dengan teliti, pihak 
pemaju tidak boleh dipertanggungjawabkan untuk sebarang ketidaktepatan. Semua unsur tertakluk kepada variasi, pengubahsuaian dan penggantian yang mungkin diperlukan oleh pihak berkuasa atau disyorkan oleh arkitek atau jurutera.

The latest project by award-winning developer Eupe Corporation Berhad

Nama Pemaju: EUPE PJ South Development Sdn. Bhd. • Alamat Pemaju: D-26-1 Menara Mitraland, No. 13A, Jalan PJU 5/1, Kota Damansara PJU5, 4781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E • No.Telefon: +603-7610 0636 • Nombor Lesen 
Pemaju: 30099/06-2027/0098(N) • Tempoh Sah Laku: 27/06/2022 – 26/06/2027 • Nombor Permit Iklan dan Jualan: 30099-1/09-2025/0173(N)-(S) • Tempoh Sah Laku: 13/09/2022 – 12/09/2025 • Jenis Pegangan Tanah: Pajakan 99 
Tahun (berakhir pada 15 Februari 2121) • Sekatan-sekatan kepentingan: Tanah ini boleh dipindah milik, dipajak atau digadai setelah mendapat kebenaran Pihak Berkuasa Negeri • Beban Tanah: CIMB Islamic Bank Berhad • Nama 
Pemaju Perumahan: Residensi Heliks • Tarikh Dijangka Siap: Julai 2025 • Jenis Rumah: Pangsapuri Servis • Bilangan Unit: Blok A 500 unit • Luas Binaan: Blok A 572 kps (min.) – 1,065 kps (maks.) • Harga Jualan: Blok A RM270,000 
(min.) – RM762,000 (maks.) • Nama PBT yang meluluskan pelan kepada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 No. Rujukan: MBPJ/120100/T/P10/335/2022 • IKLAN INI TELAH DILULUSKAN OLEH JABATAN PERUMAHAN NEGA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