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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家利物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珊瑚水岸分公司
管理的珊瑚水岸项目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为大型商、住项目，现有以下事项公开招标：重庆
珊瑚水岸/珊瑚都会电梯轿箱镜框及住宅大堂
LED液晶显示屏广告安装及发布服务。1. 在国
内合法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企业及注册资金
RMB10万或以上专业服务资质之企业；2. 注册
公司成立不少于3年；3. 公司经营范围必须包含

“独立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等经
营范围；4. 能提供最少3个最近3年内承接同类
工程服务项目参考数据。有意投标公司须于2020
年10月29日前携公司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到
指定地址，经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同时欢
迎贵司加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20年 11月 9 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 系 人：谭小姐 联系电话：（023）62969658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26号

珊瑚水岸物业服务中心
回标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御泰路30号2楼

遗失重庆传锐科技有限公司（税号9150000058571
6783U）开具给湖南度易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税
号91430100MA4M0HG7XQ）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二联、第三联）1份，发票代码：5000193130，发
票号码：14204373，金额：44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公告：出质人袁勇遗失于2015年4月15
日登记的质权登记编号为500112001083440
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特此公告。◆邱悦2020.10.25遗失身份证500108199903201723作废◆合川区公信网大药房春梅药店遗失《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认证证书》编号：CQ16-Db-20170593，声明作废◆合川区公信网大药房春梅药店遗失《药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许可证号：渝DB0160667，声明作废◆杨杰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11581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富吉公路运输集团桑达有限公司车
辆渝BB6T35营运证：50010003317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玉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车辆渝
B61T65营运证：500100029562，声明作废。◆遗失汪乾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20190300967作废◆重庆高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5001062103963）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声明：袁小路遗失残疾证，残疾证
号: 51021419760628341444，声明作废◆渝运集团三分公司渝A66G91，营
运证丢失，证号为50010728221。◆遗失渝B09T23营运证500100024334作废◆重庆恒通建设（集团）公司遗失空白收据本一
本，编号5840741-5840760，其中5840741-
5840742盖有财务专用章（行政公章），声明作废。◆遗失曾小凤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148402作废◆邓鹏特种作业操作证渝A042011111367遗失作废

遗失冉从祥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600002019009278作废
遗失刘 源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600002019011940作废
遗失黄 宇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0600002019012098作废
遗失黄和平保险执业证 00000550010600002019012348作废
遗失陈为民保险执业证 00000550010600002019013105作废
遗失邹建红保险执业证 00000550010600002019002231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康鑫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2MA60C7061P）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少到1666万元。根据《公
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7日
减资公告：重庆永善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0956788461X9）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50万元减少到3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7日

公告
我司承建的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

中心项目红线外雨污水工程工程已竣工验
收，于2020年10 月20日退场。请与该工
程有债务关系的所有单位及个人于2020
年11月20日前向我司申报，逾期不主动
联系、不申报的，本公司将概不负责。
联系电话：023 67521162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498号

佳乐紫光11-12
重庆博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公 告
我司承建的 高翔大道（二期）工程

工程已竣工验收，于2019 年4 月11日退
场。请与该工程有债务关系的所有单位
及个人于2020年11月26日前向我司申
报，逾期不主动联系、不申报的，本公司
将概不负责。
联系电话：023 67521162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498号

佳乐紫光11-12
重庆博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0年10月27日

通 告
刘伟同志：你系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渝南分公司
员工，你于2020年10月8日至今未到分公司上班，现
通知你于2020年10月29日前回公司报到并按公司相
关规定完善手续，如逾期未归，公司将视为旷工处理。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渝南分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公 告
左琳，男，身份证51021119630506****，我村

于2020年4月27日在《重庆晨报》第4版刊登
关于海洋乡一枝村闲置地块有关事宜，至今你
仍未与海洋乡一支村委会相关人员联系，按照
有关国土管理的法律法规规定，自此公告之日
起，我村收回该地块，归集体使用，并保留诉权，
如有异议，请你按司法程序解决。特此公告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海洋乡一枝村民委员会

2020年10月27日

遗失声明：隆曼，女，（身份证号码为500230199706
156321）重庆市丰都第二中学校高2015届(12)班
毕业学生，学籍号为1524020686，高考号为1550012
5150664. 其毕业证不慎遗失，特此声明原证件作废

公告
尊敬的协信远创公司业主：

您好！我集团前期为回馈新老客户，部分业主因老带新、特殊优惠等享受了购
买房源项目物业费优惠，涉及的项目和开发公司如下：

项目名称：星澜汇项目，公司名称：重庆远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城立方项目，公司名称：重庆协信远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天骄名城项目，公司名称：重庆协信远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阿卡迪亚项目，公司名称：重庆协信控股集团阿卡迪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公馆项目，公司名称：重庆协信远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春山台项目，公司名称：重庆远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星都会项目，公司名称：重庆远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敬澜山项目，公司名称：重庆远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星麓原项目，公司名称：重庆远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总部城项目，公司名称：重庆渝中总部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永川世外桃源项目，公司名称：重庆远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永川协信中心项目，公司名称：重庆远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协信城项目，公司名称：重庆远创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TOWN城项目，公司名称：重庆协信控股集团远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协信SFC协信中心，公司名称：重庆瑞孚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现因部分业主达到物管费优惠抵扣兑付条件后，长时间未到我司进行抵扣，导

致失效过期；所以我司为了避免不耽误业主物业费优惠的使用，请长时间未兑换物
管费优惠的业主（已交付的楼栋且暂未兑换的），务必在2020年10月31日前，带上
有效优惠凭证原件，前往小区物业登记，如逾期登记，将不再享受此优惠。如有任何
疑问，请拨打联系电话：023-67067216进行咨询。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7日

通知：请在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分公司办理过网约车租赁业务并退车的司机
于2020年11月15日前办理退车手续，如不及时
办理本公司将自行处理。司机名单如下：王俊、
刘志俊、魏洪军、戴玉兵、金桂凡、陈阳、彭云、张
国卫、杨建峰、王成久、许园梦、刘晓明、陈俊、潘
宁鹏、吴昊、龙珠宝、冯志强、莫永强、夏杰、尹涛
文、兰波、陆国明、李龙彪。 重庆市汽车运输（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分公司 2020年10月27日

注销公告：重庆我之家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60H0PU5D）经股东
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7日
注销公告：重庆伟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14MA5YMLLY69）经股东会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10月27日

◆遗失重庆市璧山区乐学吧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002278023110）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璧山区美之舞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002278012643）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江北区小廖农产品经营部（廖安财）遗失2017.5.12发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5MA5UKLKJ2F作废。◆江北区小廖农产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5003045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悦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34MA5YYQ6Q44)经股东决定，将注册
资本由5000万元减少为29427000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请债权债务人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2020年10月27日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黄玲芬水果种植园公章
壹枚（编号500101200065852），声明作废。◆重庆灿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381710150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中心幼儿园公
章壹枚，编号500226304358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诺比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的
印章备案回执，编号：5001142018112200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逢豪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223100059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北部新区原始森林网吧公章壹枚(编号500114
1043948)、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4104394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文未和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141054376)声明作废◆遗失旺升洪(重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7
8181409)、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7818141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东尼佃农业有限公司 (税号 91500000M
A5U99JB8X) 报税盘:盘号662506582418声明作废◆重庆诚翔广告有限公司遗失三峡银行重庆江北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29281101账号0102014210004876）声明作废◆声明：遗失张达海、周晓芳之女张依濴2016
年9月26日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协和医院出生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03846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驰略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057016322)，声明作废◆胡小平身份证（证号512223197507257614）
于2020年10月20日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2018年10月11日核发的个体户付相荣(两
江新区乐茹母婴用品店)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000MA60449H7G声明作废
遗失两江新区乐茹母婴用品店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150011201941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御淳品国际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12007574744）股东会决议，拟将注
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高高万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104000047216）股东会决议，拟将注
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7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神兜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602R4F09）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富金明华船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73556452384）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208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7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冠硕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8MA5XDY2TX8）股东决定，本公司
拟将注册资本从3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7日

◆遗失巫山县小红花幼儿园公章
5002379816428一枚声明作废◆遗失未经公安备案的巫山县官渡镇中
心卫生院公共卫生科印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盛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建设船舶维修基地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重庆市永盛船舶制
造有限公司占用长江左岸连沱水域，建趸船1艘及船
坞1艘，配套建设电力、机加工及消防安全环保等设施，
形成年维修船舶200艘次能力。重庆市久久环境影响评
价有限公司承担环评编制基本完成，现向项目周边居
民、企事业单位等公开征求意见。本项目报告书、公
众意见调查表查询网址为链接: 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OTAXuThyFq0gvOzI0m1H7A 提
取码:1xic，如需查阅纸质报告请至重庆市久久环境
影响评价有限公司查询。公示时间自2020年10月
21日起，连续公示10个工作日，项目更详细的信息，
请与环评单位直接联系。田老师 13452158276

减资公告:经重庆悦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13MA5U6MX65D）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少到5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0月27日
遗失声明：我司遗失重庆汇丰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渝中区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明 编号为
L-CQ-CJ00007-WDYZ146 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汇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渝中区门市部

2020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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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重庆广告产业园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拟组织

部分楼栋增加消防回路、重庆创活动策划执行招
标，现诚向社会招标合作单位，有意者请于2020
年10月27日17:30前，将公司简介、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资料投递至
邮箱：459274894@qq.com，届时，发包方会统
一将招标比选文件，原路径回发投标单位。
联系电话：18716476507，刘女士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食品城大道18号重庆创意公园

重庆广告产业园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3日

我司济南凌美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 4 层L423号商铺 LAMY
收据1张，收据编号0108201，记载装修押金金额￥20000，
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后果由我司承
担，与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无关。

我司成都琼轩办公用品有限公司遗失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华润中心万象城 2 层L220号商铺 LAMY
收据1张，收据编号1822054，记载装修押金金额￥10000，
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律后果由我司承
担，与华润置地（成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无关。

我司济南凌美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华润
中心万象城L423号商铺LAMY收据2张，收据编号00136427，
记载质量保证金金额￥10000；收据编号00097308，记载水
电押金金额￥660，特此声明作废。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及法
律后果由我司承担，与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无关。

◆遗失2015年12月14日核发的重庆重厨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5951833781声明作废◆声明：重庆桑莱丝鞋业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遗失重庆江北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10741602账号110201710883，声明作废◆遗失声明：重庆市地利广告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工
商银行重庆大坪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16
936305，账号3100024309200069478声明作废◆谭美付遗失重庆市混凝土试验员证，
证号渝砼试验0536号，声明作废。◆彭水县阿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商行彭水支行西
街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8750009164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佰诚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137146014)声明作废

美国疫情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单日新增新
冠病例连续两天突破8万，为疫情暴发以来新
高。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多名助手25日确诊感
染，不过他本人检测结果呈阴性。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总数据显示，
美国23日新增83757例确诊病例，24日新增
83718例确诊病例，超过7月16日的单日最高
纪录77362例。

路透社汇总的数据略有出入。根据路透社
数据，美国23日新增确诊病例为84244例，24
日为79852例，也超过先前最高纪录。

中西部州24日的新增病例创新高，住院人
数连续第九天刷新纪录。包括北达科他州在内
的多个州出现医院床位紧张的情况。北达科他
州是全美人均新增病例比例最高的州之一。

10月初以来，美国有29个州刷新了单日
新增病例纪录，包括5个选举“关键州”——俄
亥俄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
州和威斯康星州。

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接壤的西部边境城市
埃尔帕索成为得州疫情“重灾区”。根据得州防
疫部门汇总的数据，该市过去三周因确诊新冠
住院的人数涨了两倍。

得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25日说，州应急
部门将在埃尔帕索会展中心和表演艺术中心临
时搭建移动医院，并将部分没有感染新冠的普
通住院患者转移到布利斯堡的一所陆军医院，
以减轻接收新冠患者医院的负担。

除了病床、医务人员等资源紧缺，缺药问题
也日益严重。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
政策中心本周发布报告说，在美国医院治疗新
冠病人常用的40种基本药品中，29种药品短
缺严重。

专家多次提醒，天气渐冷，人们的室内停留
时间延长，万圣节、圣诞节和新年节假日即将到
来，亲朋好友之间的小型室内聚会可能导致感
染几率增加。

美国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室主任马克·肖特
和另外几名高级助理25日确诊感染新冠。彭
斯的发言人当天晚些时候说，彭斯及其妻子当
天检测结果呈阴性，将继续出席选前造势活动。

据新华社

美国单日新增病例连续两天破8万
中西部州24日的新增病例创新高，住院人数连续第九天刷新纪录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25日宣布实
施全国范围紧急状态，以遏制第二轮新冠疫情
传播。

桑切斯25日召开内阁会议，随后在电视直
播讲话中宣布，当天晚上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
同时宣布，在除加那利群岛以外地区实施宵禁。

“形势极为严峻，”桑切斯说，“西班牙及欧
洲已经处于第二轮疫情中。”

按照西班牙法律，紧急状态持续两周，延长
需要议会批准。桑切斯说，他将寻求议会批准
把这轮紧急状态延长至明年5月。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西班牙政府将拥有
更大权力以应对疫情，包括暂时限制人员自由
流动。桑切斯说，各地方政府将有权自行决定
每日宵禁时间长短；有权限制跨地区人员流动

和限制人员聚集数量。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西班牙3月宣布全国

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居家令”，关闭商店。首轮
紧急状态于6月解除。欧洲第二波疫情暴发
后，首都马德里地区的病例增长迅猛，迫使西班
牙政府10月9日开始在这一地区再次实施紧
急状态直至24日。

西班牙全国人口大约4700万，21日累计
确诊病例突破100万例，是欧洲首个、全球第六
个确诊超过100万例的国家。桑切斯23日说，
实际累计病例数可能超过300万。

西班牙23日报告近2万例单日新增病例
和231例新增死亡病例，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
3.47万例，在欧洲仅次于英国和意大利。

据新华社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
部时间25日14时09分（北京时间
25日20时09分），全球确诊病例较
前 一 日 增 加 438633 例 ，达 到
42512186 例；死亡病例增加 5669
例，达到1147301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截至北京时间26日7时24分，全球
新冠确诊病例达42912830例，死亡
病例为1152729例。美国是全球累
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累计确诊病例达8631921例，累计
死亡病例为225212例。

○哥伦比亚国家卫生研究院24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8769例，累计确诊超100
万例，达1007711例；新增死亡病例
198例，累计死亡30000例；累计治
愈907379例。

○智利累计新冠确诊病例破50
万。智利卫生部24日宣布，该国新
增新冠确诊病例1631例，累计确诊
500542例；新增死亡病例48例，累
计死亡13892例。

○伊拉克卫生部25日发布的新
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
例超过45万例。

○保加利亚总理鲍里索夫25日
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上公布，他
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意大利总理孔特25日宣布，
意大利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新措施，
进一步加强新冠疫情防控。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日宣
布，该国再次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
遏制新冠疫情蔓延。

据新华社

全球疫情简报

西班牙再次进入全国防疫紧急状态相关新闻

都市圈
人大代表深入社区
专题宣传网络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毅）针对老年人上网
容易受骗现象，近日，大渡口八桥镇人大代表与
万有社区工作人员一道，以“网络防骗第一条，不
贪便宜要记牢”为主题到社区开展网络安全专题
宣传，提醒居民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收集群
众对辖区防诈骗等扫黑除恶工作的意见建议。

法国扩大宵禁地区范围。10月24日晚，在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警察在宵禁后的街道上
巡逻。 新华社发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
剑）日前，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某大楼外墙上面
的装饰“空中书架”火了，迅速登上热搜，被众
多网友围观。对此，网友评论称，“很有文化
气息，很重庆！”

昨日，记者在三峡广场看到，沙坪坝不动
产登记中心大楼的一面外墙被装饰成一个巨
型书架，足足有8层之高，上面还摆放着60
多本“书籍”，每本“书籍”高约2米、宽约1.5
米。

从书架下方向上看，可以看到最下面一
排书架上摆放着《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
义》《水浒传》《红与黑》《老人与海》《战争与和
平》等中外名著。

其实，这些“书”并非是真正的书，而是
按照书的形状设计而成的假书，远看可以假
乱真。

“有了这些装饰，原本冰冷的墙体充满了
生机，也变得书香气十足。”网友们说。

“平时经常从这里路过的，没注意到这个
装饰。”在附近工作的黄小姐说，她昨天在网

上看到了这个热搜帖子，仔细一看才发现这
里正是自己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昨日中
午，她吃了饭，买了杯奶茶，到这里来走走，

“过来打个卡、拍张照，发个朋友圈秀一下。”
“这个外墙装修好有一段时间了，现在突

然就火了，这两天有不少人专门跑来看，有人
拍照留念，还有人网上直播。”大楼保安告诉
记者。

昨日，记者从三峡广场商圈管委会了解
到，三峡广场户外景观综合提升工程（房交所
外立面整治）项目，建设规模约4100平方米，
投资总额为336万元，改造历时6个月，于
2017年12月正式亮相。

“通过对商圈重要楼宇进行全面重新装
饰，使陈旧的面貌焕然一新，一扫长久以来的
沉重感。”三峡广场商圈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大楼一侧的外墙，被设计成了一个超大书
架的形状，上面“摆放”着几可乱真的《呐喊》
《活着》等近数60本“书籍”，每本高2米多，
“空中书架”让原本冰冷的墙体充满生机，让
城市景观更具书香气息。

“8层楼高巨型书架”上热搜
网友赞叹：这很重庆！

这处景观综合提升工程完成于3年前，现在突然火了

沙坪坝区三峡广场某大楼外墙上面的装饰
“空中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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