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计划通过借鉴亚洲一些最好的设计和

园林绿化概念及想法，将Belfield发展为一

种真正创新的住宅体验。

奉献精神
带来成功

理所应得的成功不仅仅接踵而至。这也

是幕后团队合作与奉献精神发挥的作

用。每个奖项都是优宾团队里每一位成

员辛勤付出的成果。跟许多员工和企业

一样，我们的员工在冠病行动管制期间

在启动和完成项目以及接触客户方面面

临诸多挑战。

这些奖项反映了我们在前所未有的时期

作为一家企业的表现质量——我为此感

到非常自豪。但我们并没有就此止步。

明年，我们计划推出公司历史上最大型

且最创新的两个房产开发项目。

项目渠道扩大

我们最近在吉隆坡最受欢迎的地区之一

Belfield买下4.8英亩的黄金地段。虽然

该地段距离KLCC仅两公里，但该项目

不会仅由其地点来定义。我们计划通过

借鉴亚洲一些最好的设计和园林绿化概

念及想法，将其发展为一种真正创新的

住宅体验。在这样做时，我们希望以一

种为 “滋养大自然”赋予新生命的方式

突破城市生活的界限。

第二个项目——位于吉打州双溪大

年的优宾总部——遵循相似的主

题。Edgewater Estate建成后将拥有

700多间房屋，在其中央有一个生机勃

勃的湿地区。商业和零售空间将与发展

项目融合在一起，为这个北马发展最迅

速的地区之一提供一个独特的全新商业

及住宅地标。

当我们计划着更多令人兴奋的项目时，

我们也在忙于启动我们最新的吉隆坡

项目。本期的《Property Trust》特别

为今年八月份推出的八打灵再也南区

Helix2进行报道。Helix2聚焦在吉隆坡

迅速发展地区之一的可负担房屋市场。

它围绕城市度假式生活的概念而设计。

此发展项目与我们的共享价值理念一

致，我们认为它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

为与其他类似发展项目相比，它在设

计、设施和便利性方面提供更多。

总而言之，我们目前正在开发的项目总

值为三年前冠病疫情爆发之前的两倍。

这意味着优宾的“火”将热烈并明亮地

燃烧到未来。

有句话说：“自己砍柴生火，双倍温

暖。”

这意味着如果你努力付出以实现你的目

标，并且从你的成功和错误中吸取经验

教训，就会获得丰厚回报。近几个月

来，当优宾赢得了一系列设计与企业奖

项时，我一直在细想这句话。

正如本期《Property Trust》的精采报

道，我们的吉隆坡南区Parc3项目获得

了由PropertyGuru和iProperty颁发的

两个著名奖项——马来西亚最佳生活方

式高楼发展项目和年度高楼发展项目。

优宾的财务表现获得2022年度The 

Edge大马百夫长俱乐部 (Centurion 

Club) 奖（马来西亚中型上市公司三年

来最高利润增长）的认可。公司最近也

在星报-世界不动产联盟 (FIABCI) 大马

发展商奖名列前三（针对市值10亿令吉

以下公司）。

这些奖项中的每一个都认可了公司的特

定实力。我们的标志性家居设计方法正

在引起大众的注意。我们强效的财务管

理使公司走上了持续扩张之路。我们作

为一家值得信赖、可持续发展的房屋发

展商在国内的声誉正在提升。

Dato’ Beh Huck Lee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Eupe Corporation Berhad

董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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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优宾集团的共享价值理念获得越

来越多认可和奖励的一年。

在过去的12个月，优宾凭借我们的企

业成就，以及我们吉隆坡南区发展项目

Parc3的独特设计与价值赢得了五个奖

项。

优宾荣获由The Edge媒体集团 (The 

Edge Media Group) 颁发的2022

年度The Edge 大马百夫长俱乐部 

(Centurion Club) 企业奖的房产业      

“三年来最高税后利润增长”奖。我们

也在由星报媒体集团 (The Star Media 

Group) 与世界不动产联盟 (FIABCI) 

大马分会联办的2022年大马发展商奖 

(MDA) 被评选为市值10亿令吉以下公

司中的前三名。

凭借大马证券交易所、大马房地产发展

商会 (REHDA) 、大马建筑师协会及其

他认可机构的专家审核的MDA奖项，它

们大大有助于肯定优宾正朝着正确的方

向前进。

这些奖项也证明了优宾在过去两年应对

冠病疫情和行动限制的适应力。重要的

是，这些奖项认可了优宾打造标志性住

宅并为购屋者带来长期价值的独特方法

对公众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优宾还与其他大型房地产发展商如实达

集团 (SP Setia) 、金务大 (Gamuda) 

、IJM置地 (IJM Land) 以及双威集团 

(Sunway) 一起在The Edge房地产卓

越奖中被提名为马来西亚30大房地产发

展商之一。

公司新闻

获得认可的一年

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在2022年度The Edge

百夫长俱乐部奖颁奖典礼上与优宾管理层合影

优宾团队在大马发展商奖颁奖典礼上庆祝获奖

优宾集团在市值10亿令吉以下的公司中名列前三

拿督马学里就优宾集团在大马发展商奖

取得的胜利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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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感荣幸能得到你对我们的信任和

对我们共享价值承诺的支持，我们承诺

努力通过我们兴建的房屋去创造更多价

值，这样我们便可以与全体购屋者和利

益相关者分享更多价值。

感谢你使我们的每一个项目都取得成

功！我们希望能超越你的期望，兴建更

多对生活和生活方式产生积极、长期影

响的创新住宅。

这些新奖项里程碑证明，我们的共享价

值理念不仅仅是个想法，而是我们始终

如一地兑现的经过验证的承诺。

此外，Parc3在PropertyGuru亚洲大奖

（大马区）击败无数其他参赛的高楼发

展项目，勇夺最佳生活方式高楼发展项

目和年度高楼发展项目。它们成为了这

个开创性项目——优宾在吉隆坡的第二

个高楼住宅发展项目——的第三和第四

个奖项。

这两个PropertyGuru大奖突显了优宾

的建筑质量，以及设计方向、生活方式

设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对Parc3的技

术投资。Parc3现在将继续在泰国曼谷

举行的亚洲房地产大奖总决赛中与来自

其他11个国家的发展商展开国际上的竞

争，以争夺“最佳公寓发展项目（亚洲

区）”头衔。

公司新闻

拿督马学里接领颁给Parc3的最佳生活方式高楼发展项目奖

优宾集团高层领取Parc3的第二个奖项——年度高楼发展项目奖

优宾团队在2022年马来西亚PropertyGuru亚洲大奖

颁奖典礼上为Parc3获得的两个奖项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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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宾在常年股东大会上向股东们概述了

其未来增长计划。

在大会上，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马学里告

诉投资者，自2020年以来，优宾集团

现有和未来项目的价值全都翻倍。这为

公司恢复强劲增长铺平了道路。

拿督马学里表示，优宾已经走出疫情

阴霾，状态良好。优宾集团现有和未

来项目的发展总值 (GDV) 现为28亿

令吉——高于2020财政年度的14亿令

吉。他说，因疫情而延误的项目将持续

对集团今年的财务业绩产生影响。

但随着现有项目的发展和重大新项目的

启动，优宾预计集团的收入和盈利将在

2024年回到创纪录水平。

距离吉隆坡市中心约两公里，位于

Belfield的一块4.81英亩土地增添了优

宾的项目渠道。它将是优宾有史以来最

大型的项目，GDV超过10亿令吉。

HELIX2 @ PJ SOUTH

优宾集团隆重介
绍其第四个吉隆
坡项目

通过我们最新的吉隆坡项目——八打灵

再也南区Helix2，我们很自豪地为追求

更多的业主介绍一种大胆新颖的城市生

活概念。

Helix2是优宾在马来西亚首都的第四个

住宅项目。它经过概念化和设计，旨在

为你提供一切所需，使你在城市中心享

受到最佳的度假式生活。

每种功能和设施都经过精心设计，以提

供最好的住宅设计、生活方式设施、地

理位置和交通连接——这些全都能以可

负担价格拥有。

这都是我们共享价值方法的一部分，我

们致力于以更低的价格为购屋者提供更

多的好处。

自2022年八月份推出以来，人们对

Helix2所提供的现代智能又有弹性的家

居设计和独特的设施有着强烈的需求。

快来参观我们位于Sunway Geo 

Avenue的Helix2展销厅，以了解更多

关于这度假式住宅的详情！

我们每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开放

Helix2 Sales Gallery, 
Lot A-01-07, Level 1, Block A, 
Sunway Geo Avenue, 
Bandar Sunway

公司新闻

优宾集团走出疫情阴霾，
状态良好 在你新的度假式住宅

提升你的生活质量

Helix2展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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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X2 @ PJ SOUTH

螺旋(Helix)是构建我们身体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的一种螺

旋链。这些独特的双股螺旋链便是Helix2整体独特建筑设计背

后的灵感来源。

其引人注目的外观模仿DNA链的曲线。Helix2设施平台的设计

也仿效独特的DNA概念来达到艺术效果。

为使你感觉奢华，Helix2大堂的一个标志性特色——螺旋楼

梯，在你抵达时会让你有个难忘的体验。在梯级的上方，六角

形的玻璃顶篷仿如天然枝叶——这只是使Helix2与众不同的高

端设计元素之一。

凭借其获奖的设计和独特的优质设

施，Helix2将你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

提升到度假式生活的最佳水平。

从你踏入Helix2的那一刻起，你便知道

你到达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地方。以五星

级度假酒店的豪华内饰和风格为灵感而

设计的宽敞落客大堂欢迎你和你的客人

到来。

你的隐私和安全亦是优先事项，其具备

的三层安全系统可确保你和你心爱的人

安全无虞。

在优宾，打造标志性房屋已在我们的基

因中根深蒂固。在Helix2，你可以享受

到真正的度假式便利与设施，让玩乐和

休闲变得轻而易举。

Helix2距离双威镇仅6分钟车程，附近有一切城市的便利

设施——购物、娱乐、餐饮以及交通——让你在短时间内

到达你要去的地方。 

请今天就来参观我们的展销厅！

• 天台是一个多功能观景台，备有健身

公园、练太极角落、脚底按摩步道、

秋千和吊床，供你休息和放松身心。

• 放慢生活节奏，前往专门为你打造的

空中花园，使你能欣赏到都市风景，

逃离忙碌的生活。

• 客厅是个宽阔的空间，设有影院、游

戏区和休息厅，供你与心爱的人放松

身心。有个工作和学习空间，让你能

平静和安静地工作和思考。

• 美食厨房以奢华的风格招待一小群的

家庭成员和朋友。

• “The Kenduri Alfresco”是一个配

有烧烤设备的露天花园平台，有足够

大的空间来组织开放日活动——一种

只在有地房屋才能拥有的奢侈——以

庆祝文化活动和社区生活。

• 在娱乐、体育和休闲集于一体的

Helix2水上世界“Aqua Precinct”

尽情玩乐，设有泳池和浅水池、宽阔

的平台及下沉式休息室，周围环绕着

郁郁葱葱的园景绿地，为你提供充足

的遮阴处。

NPE
Sunway

City
Federal

Highway

Direct Access
from NPE

6 mins to
Sunway City

DNA，Helix2背后
的灵感来源

城市便利设施近在咫尺

一种新的度假式
住宅，提升你的
生活质量

你每天住的
度假屋

螺旋楼梯

空中花园

The Kenduri Alfresco（烧烤区）

泳池区

美食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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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YARD
HOUSE

2 STOREY LUXURY BUNGALOW

VIEW HOUSE
(SIGNATURE)

2 STOREY LUXURY BUNGALOW

VIEW HOUSE
(JUNIOR)

2 STOREY LUXURY BUNGALOW

TRACK
HOUSE

2 STOREY LUXURY BUNGALOW

奢华的山顶景观享受兼具度假村设

施——Somerset是优宾集团的豪华北

马项目，它正以其下一个阶段回归。

这一座座的双层豪宅所在的围篱小区

位于绵延数英里的最高点，俯瞰Cinta 

Sayang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并与南北

大道相连，可通往槟城、亚罗士打和泰

国。

这一新阶段的Somerset有三种类

型：Courtyard House、View House 

(Junior和Signature系列) 以及Track 

House。

随着该发展项目坐落在高于路面水平

100英尺之处，Courtyard House位于

山丘的最高点，拥有宽敞、露天的起居

和用餐区，一直延伸到较远处的平台和

花园。其设计有利于自然通风和采光。

天台延伸至宽大的庭院，让住户可以在

星空下用餐。设有七间卧室和六间浴

室，非常适合几代同堂的家庭居住。

Junior和Signature View House系列

分别有六间卧室和五到六间浴室。极其

有限的Track House则建有五间卧室和

浴室，适合规模较小的家庭。草坪和绿

色花园依自然地形而建，向房子靠拢，

适宜进行户外娱乐活动和用餐。

居民除了可以在自己的私人花园享乐，

还可以在Cinta Sayang度假村内占地

200英亩的高尔夫球场和其他度假村设

施放松身心，这是购买房屋所附带的

Cinta Sayang会员福利。

优宾北马项目

山顶豪宅生活

基于繁荣富足
而建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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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优宾所担任的角色和职责
是什么？你在这里工作多久
了？

我在2021年6月份加入优宾集团。我目

前的职位是财务总监，负责Eupe Golf 

Recreation & Tour Sdn Bhd和Eupe 

Golf Management Berhad的全部财务

和营运，包括预算及商业计划、每月收

入预测、现金流管理、债务催收、债权

人监控和损益表。

你最引以为豪的职业成就是什
么？

我曾在一家超级豪华度假村的财务团队

里工作，并帮助全面建立该度假村的财

政营运流程和会计系统，其中还包括各

种执照和税务申请。正因为如此，该度

假村的营运取得了成功，而收到的收入

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如果你可以和任何一位著名演
员或女演员一起出演一部电
影，你会选择跟谁合演？

刘德华

你最珍贵的记忆是什么？

每年的农历新年与我的家人一起吃团圆

饭。大家都满怀幸福、温暖和欢乐。

你会给年少的自己什么建议？

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因为时间是宝贵

和无价的。

如果我现在给你一张机票，任
你遨游世界各地，你会去哪
里？

我会和家人一起去瑞士旅行，因为那里

又冷又凉爽。

如果你能在短时间内学会一项
新技能，那会是什么呢？

领导才能

请说出在你愿望清单上的一件
事。

与家人环游世界而在财务上无后顾之

忧。

请与我们分享你最喜欢或让你
产生共鸣的名言。

“如果你认为你行，你就行！”。不管

有多大挑战，永不放弃。当你踏出舒适

圈，要有正面思维。

你愿意回到过去，还是穿越到
未来？

我想穿越到未来，迎接新的挑战和体

验。

优宾的公司网站改版了！

新改进的网站更加对用户友好，并反映

了我们作为一家专注于建立优良信誉、

创新与共享价值的企业在国内越来越大

的名声。这网站包含你需要了解有关优

宾集团的所有信息，包括我们的历史、

业务营运以及为精明投资者提供的财务

业绩。

新网站的设计以大自然为中心主题，其

特色为精选的动植物，它们的属性反映

了优宾的价值观。

为了让你快速地全面了解优宾，我们的

主页顶部设有我们全部最新消息和活动

的简讯，还有与我们奖项和项目相关的

链接（点击、按住并拖动“最新消息”

框内的标题，以便快速访问你喜欢的文

章）。

新网站也着重说明我们对一些社区组

织的支持，以及我们新的使命和愿景宣

言。请浏览你也许错过了的任何一本优

宾的杂志《Property Trust》，查看我

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成就，还有认识

一下为你打造标志性住宅的幕后团队。

网站也设有一个“按照承诺交付”的

部分，强调优宾的项目质量是如何不仅

符合我们对购屋者的承诺，还经常超

越承诺。随同一起的是来自引以为豪的

Novum和Parc3居民对购买优宾房产感

到高兴的反馈。

 请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让我们完善在线

体验以更好地为你服务。

我们隐藏了一个“秘
密”页面，主要说明
公司与大自然的独特
关系，以及从大自然
中获得的灵感。你能
找到吗？

Marvin Lee 

优宾人物专访 新网站

Cinta Sayang度假村财务总监

认识优宾集团
的幕后功臣

优宾有了新网站
以提供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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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Gathering Beauty 

https://bit.ly/3PDbtE9

Splash Crafts

https://bit.ly/3YAqIlc

做法

 

https://bit.ly/3V82Brb

 
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分步教程视频，

尽量使制作变得简单。请注意，在视频

中做出来的兔子是有颜色的部分在里面

（这表示只有耳朵是有颜色的）。我们

从有颜色的一面朝上开始，就会做出一

只身体有花纹和耳朵是白色的兔子。

2023年是兔年，所以我们特地教你制作

你专属的兔子装饰品，来迎接农历新年

的来临。

材料
一把剪刀。本杂志下一页的有花纹的正

方形纸 / 你自备的正方形纸。

图片来源 Gathering Beauty

生活时尚

新春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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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年，我们都以送出由优宾集团市场营

销及设计总监拿汀颜爱玲(Datin Michelle 

Gan)亲自精心手绘并设计的新年红包袋为

荣。我们的红包袋具有鲜艳色彩和有意义

的设计元素，深受购屋者与客户的欢迎。

今年的红包袋以盛开的金黄色菊花作为

点缀。菊花在亚洲文化中是重要的花卉。

它代表长寿、活力和毅力——一种适应

力极强的花朵，在大多数花朵凋零的秋天

开花；在最艰苦的环境中以最灿烂的色彩

绽放。

隐藏在这些金黄色花朵中的是六个在嬉戏

的小孩——每个袋上有一个。他们让我们

想起了无拘无束地梦想的美好，就像小孩

子般。在花朵上、蝴蝶之间以及满月的月

光下捕捉星星和穿过天空——这些孩子们

呈现了在我们现代世界里常失去的对大自

然的亲近。

今年，我们送给购屋者、合作伙伴和支持

者的优宾桌历，选用了拿汀颜爱玲的画作

和插图。这些作品已融入到我们已完成项

目的公共空间，以及我们与购屋者和社区

方面持续的交流中。

她的艺术邀请我们赞扬想象力，以及我们

的想象力所带来的力量和自由。它们是异

想天开的，却又充满了希望。拿汀颜爱玲

的艺术作品常会伴随着诗歌和名言，激励

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忧虑和干扰当中赞扬常

被遗忘的神奇力量和快乐。

她的作品将优宾为何与众不同展示出来。

我们主张与大家分享我们作为一家企业所

创造的价值，并通过我们在建造的房屋中

设计的富有想象力的空间，使平凡事物变

得神奇无比。

当你在每个月翻阅这些桌历时，我们期待

你能从它们试图传达的希望、奇迹和快乐

中得到启发——请你记住，如果我们肯花

时间去倾听我们的梦想，我们所有人都可

以超越平凡。

生活时尚 新年快乐

与我们的购屋者
分享艺术灵感

2023农历新年
红包袋

优宾2023年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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