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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20年度股東大會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招商局港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21年4月30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關於召開2020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公告編號：2021-040）。本次股東大會將採取現場表決和
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公司將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向全體股東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為保護投資者
合法權益，方便各位股東行使股東大會表決權，現將本次股東大會的有關事項提示如下：

一、 會議的基本情況
1. 股東大會屆次：2020年度股東大會。
2. 股東大會的召集人：本次股東大會由董事會召集。公司第十屆董事會2021年度第三次臨時會議於2021年4月28日召開，審議通

過《關於2020年度股東大會會期及議程安排的議案》。
3. 會議召開的合法、合規性：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深圳證券交易所業務規則和《公司

章程》的有關規定。
4. 召開會議日期、時間：
（1）現場會議：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14:40；
（2）網絡投票：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時間為2021年5月28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過

互聯網投票系統開始投票的時間為2021年5月28日9:15，結束時間為2021年5月28日15:00。
5. 會議的召開方式：本次會議採取現場表決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公司將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

向公司股東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股東可在網絡投票時間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決權。公司股東只能選擇現場投票、深圳證券交
易所交易系統投票、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中的一種方式表決，同一表決權出現重複表決的，以第一次有效表決結果為
準。

聯繫人：胡靜競、吳子朋
聯繫電話：86-755-26828888 轉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傳真：86-755-26886666（傳真中請註明：股東大會登記）
聯繫郵箱：Cmpir@cmhk.com（郵件中請註明：股東大會登記）
聯繫地址：深圳市南山區工業三路1號招商局港口大廈24樓
6. 會議的股權登記日：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
B股股東應在2021年5月14日（即B股股東能參會的最後交易日）或更早買入公司股票方可參會。
7. 出席對像：
（1）於股權登記日2021年5月19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時在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全體普通

股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可以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股東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東；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律師。
8. 會議地點：深圳市南山區工業三路1號招商局港口大廈25樓A會議室
二、 會議審議事項
1. 審議《關於<2020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2020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等相關公告。
2. 審議《關於<2020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等相關公告。
3. 審議《關於<2020年度財務決算報告>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2020年年度報告全文（中文）》《2020年年度報告全文（英文）》等相關公告。
4. 審議《關於2020年度利潤分配及分紅派息預案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關於2020年度利潤分配及分紅派息預案的公告》等相關公告。
5. 審議《關於<2020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第十屆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2020年年度報告摘要（中文）》《2020年年度報
告摘要（英文）》《2020年年度報告全文（中文）》《2020年年度報告全文（英文）》等相關公告。

6. 審議《關於確認2020年度日常關聯交易及預計2021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關於確認2020年度日常關聯交易及預計2021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公告》等相關公告。
本提案涉及關聯事項，審議時關聯股東需迴避表決。
7. 審議《關於2021年度在招商銀行存貸款關聯交易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關於2021年度在招商銀行存貸款關聯交易的公告》等相關公告。
本提案涉及關聯事項，審議時關聯股東需迴避表決。
8. 審議《關於確認公司2020年度對外擔保進展以及預計未來十二個月內新增對外擔保額度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關於確認公司2020年度對外擔保進展以及預計未來十二個月內新增對外擔保額度的公
告》等相關公告。

9. 審議《關於2021年度銀行授信額度及金融機構融資計劃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等相關公告。
10. 審議《關於審議公司發行債券產品一般性授權事宜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等相關公告。
本提案將由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批准。
11. 審議《關於續聘2021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關於續聘2021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告》等相關公告。
12. 審議《關於續買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險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等相關公告。
13. 審議《關於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暨關聯交易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4月30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2021年度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關於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暨關聯交易的公告》等相關公告。
本提案涉及關聯事項，審議時關聯股東需迴避表決。
14. 審議《關於調整控股子公司提供財務資助事項的議案》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4月30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2021年度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關於調整控股子公司提供財務資助事項的公告》等相關公告。
15. 審議《關於補選董事的議案》（採用累積投票制）
本提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證券時報》《上海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公告》《關於補選董事的公告》等相關公告。
上述提案中，除提案10外，其餘提案將以普通決議批准。第15項提案為採取累積投票方式選舉非獨立董事1名，股東所擁有的選

舉票數為其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量，股東可以將所擁有的選舉票數以應選人數為限在候選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總數
不得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

根據《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提案4、提案6、提案7、提案8、提案11、提案12、提案13、提案14、提案15屬於影響
中小投資者利益的重大事項，公司將對中小投資者表決單獨計票（中小投資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單獨或合
計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以外的其他股東）並披露。

公司獨立董事將在本次股東大會上作2020年度工作述職報告。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1年3月31日在巨潮資訊網（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0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三、 提案編碼
表一：本次股東大會提案編碼示例表

提案編碼 提案名稱 備註（該列打勾的欄目可以投票）

100 總議案：除累積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積投票提案

1.00 關於《2020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

2.00 關於《2020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

3.00 關於《2020年度財務決算報告》的議案 √

4.00 關於2020年度利潤分配及分紅派息預案的議案 √

5.00 關於《2020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的議案 √

6.00 關於確認2020年度日常關聯交易及預計2021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

7.00 關於2021年度在招商銀行存貸款關聯交易的議案 √

8.00 關於確認公司2020年度對外擔保進展以及預計未來十二個月內新增對外擔保額度的議案 √

9.00 關於2021年度銀行授信額度及金融機構融資計劃的議案 √

10.00 關於審議公司發行債券產品一般性授權事宜的議案 √

11.00 關於續聘2021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

12.00 關於續買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險的議案 √

13.00 關於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暨關聯交易的議案 √

14.00 關於調整控股子公司提供財務資助事項的議案 √

累積投票提案（採用等額選舉，填報投給候選人的選舉票數）

15.00 關於補選董事的議案 應選人數（1）人

15.01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劉威武 √

四、 會議登記等事項
1. 登記時間及地點：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5月26日，每個工作日9:00-17:00，深圳市南山區工業三路1號招商局港口大廈24樓。
2. 登記方式：
（1）法人股東的法定代表人憑股東賬戶卡、法人代表證明書、加蓋公司公章的營業執照複印件和本人身份證登記；委託代理人

出席的，還需持有法人授權委託書及出席人身份證登記；個人股東憑股東賬戶卡、持股憑證及本人身份證登記；委託代理人出席的，
還需持有授權委託書及出席人身份證登記。授權委託書詳見附件1。

（2）股東可用信函、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登記。信函、電子郵件或傳真均以2021年5月26日17:00之前收到為準；
（3）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請於會前半小時攜帶相關證件，到會場辦理登記手續。
3. 會議聯繫方式：
聯繫人：胡靜競、吳子朋
聯繫電話：86-755-26828888 轉董事會辦公室
聯繫傳真：86-755-26886666（傳真中請註明：股東大會登記）
聯繫郵箱：Cmpir@cmhk.com（郵件中請註明：股東大會登記）
聯繫地址：深圳市南山區工業三路1號招商局港口大廈24樓
郵編：518067
4. 會議費用：本次股東大會會期半天，與會股東食宿及交通費自理。
五、 參加網絡投票的具體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東大會上，股東可以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com.cn）參加投票，參加網絡投

票時涉及具體操作需要說明的內容和格式詳見附件2。
六、 備查文件
1. 第十屆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
2. 第十屆監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
3. 第十屆董事會2021年度第三次臨時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21年5月7日

附件1：
授權委託書
茲委託____________女士/先生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招商局港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東大會，並對全部議案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姓名/名稱：_________________    
委託人身份證或營業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
委託人股東帳號：_________________  委託人持股數：A/B股______________股

受托人姓名/名稱：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證或營業執照號碼：_________________
委託時間：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_________________
委託人簽字（蓋章）：_________________
委託人對下述議案表決如下（請在相應的表決意見項下劃「√」）：

提案編碼 提案名稱

備註（該
列打勾的
欄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對 棄權

100 總議案：除累積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積投票提案

1.00 關於《2020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

2.00 關於《2020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的議案 √

3.00 關於《2020年度財務決算報告》的議案 √

4.00 關於2020年度利潤分配及分紅派息預案的議案 √

5.00 關於《2020年年度報告》及其摘要的議案 √

6.00 關於確認2020年度日常關聯交易及預計2021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

7.00 關於2021年度在招商銀行存貸款關聯交易的議案 √

8.00
關於確認公司2020年度對外擔保進展以及預計未來十二個月內新增對外擔保額度的議
案

√

9.00 關於2021年度銀行授信額度及金融機構融資計劃的議案 √

10.00 關於審議公司發行債券產品一般性授權事宜的議案 √

11.00 關於續聘2021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

12.00 關於續買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險的議案 √

13.00 關於以自有閒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暨關聯交易的議案 √

14.00 關於調整控股子公司提供財務資助事項的議案 √

累積投票提案（採用等額選舉） 填報投給候選人的選舉票數（注）

15.00 關於補選董事的議案 應選人數1人

15.01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劉威武 √

註：
1、累積投票方式，即股東所持的每一股份擁有與待選董事人數相同的表決權。股東擁有的投票權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開使

用。可表決票數總數：候選人數量×持股數=可用票數。
2、累積投票制的選票不設「贊成」、「反對」和「棄權」項，可在候選人姓名後面「填報投給候選人的選舉票數」欄內填寫對

應的票數。最低為零，最高為所擁有的該議案組下可用票數，可不必是投票人股份數的整數倍。投給候選人的票數合計不能超過可表
決票數總數。如果您在候選人姓名後面的空格內用「√」表示，視為將擁有的總票數全部投給該候選人。

附件2：
參加網絡投票的具體操作流程

一、 網絡投票程序
1. 投票代碼：361872
2. 投票簡稱：招商投票
3. 填報表決意見或選舉票數：
對於非累積投票提案，填報表決意見：同意、反對、棄權。
對於累積投票提案，填報投給某候選人的選舉票數。公司股東應當以其所擁有的每個提案組的選舉票數為限進行投票，股東所投

選舉票數超過其擁有選舉票數的，或者在差額選舉中投票超過應選人數的，其對該項提案組所投的選舉票均視為無效投票。如果不同
意某候選人，可以對該候選人投0票。

累積投票制下投給候選人的選舉票數填報一覽表

投給候選人的選舉票數 填報

對候選人A投X1票 X1票

對候選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計 不超過該股東擁有的選舉票數

（1）選舉非獨立董事（第15項提案，採用等額選舉，應選人數為1位）
股東所擁有的選舉票數=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股東可以將所擁有的選舉票數在1位非獨立董事候選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總數不得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
4. 股東對總議案進行投票，視為對除累積投票議案外的其他所有議案表達相同意見。
股東對總議案與具體提案重複投票時，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為準。如股東先對具體提案投票表決，再對總議案投票表決，則以已投

票表決的具體提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其他未表決的提案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如先對總議案投票表決，再對具體提案投票表決，
則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

二、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時間：2021年5月28日的交易時間，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 股東可以登錄證券公司交易客戶端通過交易系統投票。
三、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程序
1. 互聯網投票系統開始投票的時間為2021年5月28日9:15，結束時間為2021年5月28日15:00。
2. 股東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絡投票，需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網絡服務身份認證業務指引（2016年修訂）》的規定

辦理身份認證，取得「深交所數字證書」或「深交所投資者服務密碼」。具體的身份認證流程可登錄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
com.cn規則指引欄目查閱。

3. 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可登錄http://wltp.cninfo.com.cn在規定時間內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投
票。

為慶祝建黨百年，拍攝了大量紅
色經典影片的上海電影集團，激活車
墩影視基地內 「一大」 會址建築群等
10餘處標誌性紅色影視建築，從《開
天闢地》《建國大業》《望道》等紅
色影片中擷取場景、打磨劇本，打造
上影黨史教育巴士課堂，命名為 「初
心號」 的紅色巴士於五月起，載着眾
人駛入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重走紅
色光影路。

換「五四學生裝」 身臨其境
「巴士課堂」 首期 「課程」 約1

小時。作為一項由電影企業設計的黨
史教育活動，特別希望能在 「身臨其
境」 這四個字上下功夫，力求讓學員
們產生 「代入感」 ，通過 「親身經
歷」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基於這
一追求，上影車墩團隊還在延伸前端
和後端的服務上下功夫，努力增強參
與者的 「獲得感」 。

「開課」 前，學員們將被引導到
「鴻翔服裝店」 ，換上 「五四學生

裝」 。搭乘巴士穿過百年前的上海南
京路，在南京路帳子公司，眼見高台
演講的革命代表、群情激奮的抗議人
群及手持棍棒的巡捕，瞬間被拉回到
那個崢嶸歲月。而後，踩着彈格路摸
進石庫門，抬頭就看到《新青年》編
輯部，還可轉身走進望志路106號，
聽一聽 「一大代表們」 熱烈的討論
聲。

在 「課程」 結束前，學員還將在
上海大戲院欣賞經典影片《開天闢
地》《鐵道游擊隊》《紅色娘子軍》
《渡江偵察記》《建國大業》共同打
造出的短片《紅色光影錄》。

最後，在和平廣場，大家高唱

「沒有共產黨就
沒有新中國」 ，
在歌聲中深刻感
受——中國共產
黨人奮鬥數十載
就是為中國人民
謀幸福，為中華
民族謀復興，而和平正是幸福與復興
的基石，牢記這來之不易的和平，在
新時代繼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打造沉浸式黨史教育新IP
據悉，上影集團希望通過這次

「乘坐初心號，穿越紅色光影路」 巴
士課堂的開設，為各級黨政機關、企
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過黨日、學黨
史、悟黨性提供新的沉浸式平台陣
地，為上海這座城市打造出一個沉浸
式黨建黨史教育的新IP。

據了解， 「初心號」 巴士課堂已
於今年5月正式開課，預計今年接待
1500-2000個團隊。即日起，黨建團
隊可通過網絡或電話方式預約開課，
非團隊學員可現場報名，依照課堂指
南完成學習。

拉開門拾級而上，木質座椅、銅質把手，頭
頂是鮮紅的黨旗……坐上 「初心號」 巴士，開啟
上影沉浸式黨史教育課，駛入那段波瀾壯闊的歷
史：親手推開望志路106號的大門，高呼 「打倒帝
國主義」 加入反帝愛國隊伍；站在新新公司門
口、親耳聆聽 「大上海解放了」 這令人血脈賁

張的 「第一聲」 ，目睹上海解放第一面紅旗在永安公司樓頂升
起……置身其中，心潮激盪。

紅

色

旅

遊

大公報記者 夏微

新疆童接駁斷臂 恢復良好
【大公報訊】記者應江洪烏魯

木齊報道：廣受關注的新疆斷臂男
童阿布都（化名）6日進入手術後
的第5個整天。 「目前病情相對穩
定，但仍沒有完全脫離危險期，還
需繼續觀察。」 新疆醫科大學附屬
中醫醫院骨科醫生黎立介紹道。

經過這幾日朝夕相處，黎立醫
生成了阿布都最信賴的人。 「每次
看到黎醫生進來，表情都不一樣，
做個鬼臉啦，豎大拇指點讚啦……

剛做完手術那會兒看到醫護人員還
有點害怕，現在熟得親如一家。黎
醫生走之前，兩人還要擊掌加
油。」 阿布都的專職醫護阿比達．
阿里木告訴記者，現在孩子精神狀
態特別好，飲食排便也都正常，甚
至主動提出吃烤肉，一下子吃了兩
串。也可以用自己正常的左手活動
右胳膊、掐掐指甲什麼的。 「之前
是我們醫護幫着鍛煉，5號下午開
始，孩子可以自己動手鍛煉了。」

1921-2021
中共百年華誕

穿梭光影穿梭光影
重回覺醒年代重回覺醒年代

▲體驗者們在上影車墩基地乘坐 「初心號」 紅色巴士。 網絡圖片

和平廣場
•和平女神
像下，乘
客們揮舞
黨旗高唱
《沒有共
產黨就沒
有新中國》
《 歌 唱 祖
國》。

上海大戲院
•由經典影片《開天闢地》《鐵道游
擊隊》《紅色娘子軍》《渡江偵察
記》《建國大業》共同打造出短片
《紅色光影錄》。 ❽

❼

南京路
•運用聲效手段重現1949年5月上
海解放時的兩個歷史性事件，
感受上海解放時南京路盛況。

❻

四行倉庫
•還原1937年10月保衛
戰打響前戰備場景，向
所有 「誓以我命固我
土」 的將士們致敬！❺

靜安寺路
•還原電影《永不消逝的
電波》經典場景，讓學
員們再次對革命先烈的
忠誠理想信念和勇於犧
牲精神肅然起敬。

❹

考據真實歷史 小故事趣味多
「巴士課堂」 中，可以發現不

少 「彩蛋」 ── 「浙江一師」 門口
出現的《共產黨宣言》為何是 「第
二版」 ？望志路106號的座鐘為何
設置在8點？13名代表參會，為什
麼桌上杯子只有12個？

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兼
秘書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揮
說： 「上影紅色巴士課堂在設計過
程中運用了影視行業專業的置景和
道具技術，很多內容細節非常巧
妙，再配合生動的引導講解，會讓

大家身臨其境，沉浸其中，在增強
體驗感的同時也增強了黨史學習教
育的效果。」

原來設計之初，團隊就請來黨
校專業力量，反覆斟酌場景布設，
保持場景與歷史事件的一致性和嚴
肅性，通過細節引導學員在參觀中
有所發現思考。 「一大」 會議現場
的座鐘被設置在8點，是因為此處
有一段取自影片《開天闢地》中代
表們熱烈討論的音效，其中藏有八
聲鐘響。 大公報記者 夏微

帳子公司
•上海電影特技隊志願
者們將上演一場激情
澎湃的街頭活報劇，
真實再現1925年那
場發生在上海的反帝
愛國運動。❸

「一大」會址建築群
•完美復刻中共一大召
開場景，高科技光影
技術還原嘉興南湖紅
船上的會議場景。

❷

浙江一師
•影片《望道》取景地之一，為
學員們講述陳望道先生 「蘸墨
水吃糉子」 的生動故事。

❶

大
公
報
記
者
夏
微
整
理

搭初心號巴士
穿梭紅色光影路

上海影視基地 體驗生動黨史課

▲ 「初心號」 紅色巴士駛過上海車墩影視基地內的 「一大」 會址建築群。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