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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OW-$800’s

In a continuous effort to make improvements, The Terrace,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prices, option items, floor plan, features, exterior designs, materials 
and specifica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or obligation. Price, square footage, amenities, and term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ll renderings, floorplans, and 
maps are artist’s conception and are not intended to be an actual depiction of the building or walls. Photography does not depict racial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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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間三層樓的城市屋，僅售$80萬起

大約1,800平方呎
三臥房＋2.5浴室
令人屏息的景觀
現代室內設計
陽台和露台
走入式衣櫥

僅售$80萬起

歡迎參加
盛大開幕活動
2月24日(星期六)下午三點至七點

H1848

美好的一周，
從 世界日報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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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訂報專線:323-268-4982分機191
德  州訂報專線:1-713-771-4363
維加斯訂報專線:1-702-364-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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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中心╱綜合19日電

盛大歡迎儀式、習近平夫婦親自陪

同遊覽故宮，達成2500億美元的經濟

協議⋯⋯川普總統去年11月首次中國

國事訪問，從報導看，中方不僅在形

式上想給川普留下好印象，還給了他

很大的「實惠」，川普也稱之為「絕

對完美」的訪問；然而，不為外人所

知的是，在這次訪問中，中方安保人

員很不給美方面子，還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跟美方特工扭打。

Axios新聞網站18日援引五個不同消息來

源報導，美中安保人員的肢體衝突事件，發

生在去年11月9日川普總統及隨行人員進入

人民大會堂時。

川普進入人民大會堂後，中方安保人員試圖

阻止提著核按鈕手提箱的美方軍官入內。

一名美國官員馬上去旁邊的房間，向白宮

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將軍報告，凱利立即

趕過去，讓代表團成員繼續前行。

報導說，當時場面亂成一團，一名中國特

勤人員上前抓住曾為四星上將的凱利，凱利

將他的手推開，一名美方特工則立即抓住這

名中國安全人員，並將其按倒在地。

報導說，中方安全部門負責人之後為「這

次誤會」表示歉意；了解雙方這次短暫衝突

的官員，都被要求封口。 

與川普政府關係密切的「福斯新聞」(Fox 

News)19日也引述消息來源證實，美、中雙方人

員在事件中的確曾互相推擠，但雙方都未把事

態擴大。報導說，在衝突事件中，中方未碰觸過

美方的核按鈕手提箱。

核 按 鈕 手 提 箱 俗 稱「核 足

球」，與美國總統形影不

離，而且只有總統一

人，才能下達發射核

彈的命令，因此核

手提箱必須隨時

隨地帶在身邊。

總統在輸入密碼

後，便可以下達

用核武器攻擊的

命令。

據報導，核按鈕

手提箱重約18公斤，外觀是一個柔軟的黑色

皮包，裡面是超堅固鈦金屬包，裝有牢固的

密碼鎖，有自己的通訊系統，信號無法被干

擾或切斷。皮包裡有羅列著不同打擊力度行

動方案的黑色手冊、一份機密基地名單以及

緊急廣播程序，此外還有一張認證卡，上面

有總統認證號碼。

為了讓核攻擊命令得到執行，總統必須用

一個特殊的「黃金密碼」來驗證自己的身

分。驗證後總統才可將襲擊命令下達給五角

大廈和戰略司令部。 「核按鈕手提箱」由

數名「特別保鏢」24小時輪流保管並緊隨總

統，他們都是從海陸空及陸戰隊中精心挑選

出來的。 (相關報導見A2)

記者顏伶如╱綜合報導

佛州高中校園槍擊案奪走17條人命之後，引發

全美輿論強烈要求加強槍枝管制。川普總統19日

表示，他也願意加入這波討論。事實上，川普對

於槍枝管制的立場，尤其是攻擊步槍，在過去十

多年已出現明顯的改變。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發表聲明指出，購槍人士

的聯邦背景調查是否必須改進，川普抱持開放

態度。她表示，川普16日已經與共和黨參院黨

團第二號人物、德州共和黨參議員孔寧（John 

Cornyn）談過，針對孔寧去年秋季提出的購槍者

背景調查改革草案交換意見。

雖然白宮未表示將支持孔寧的提案，但這份聲明

基調已與川普在槍擊案發生後，只把問題焦點放在

槍手心理健康、對於槍枝如何流落兇嫌之手卻避而

不談的態度迥然不同。

桑德斯表示，目前各種討論仍在持續進行，也

考慮到各種修法可能，「總統支持改進聯邦背景

調查系統。」

在孔寧的提案當中，如果購槍者個人背景調查

出現資料遺漏，聯邦政府機關將須承擔責任。同

時，草案內容也將針對購槍者是否有家暴前科，

做出更為完善的監督。

這項草案也獲得「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支持。在2016年總統大選期

間，這個擁槍組織動用數千萬美元，為共和黨候

選人川普拉抬聲勢。

然而，聯邦政府官員19日表示，就算孔寧所提

的這份草案已經通過，以佛州校園槍擊實例來

看，由於19歲槍手克魯茲並無任何犯罪前科，還

是可以購買槍枝。根據調查，在過去一個月當

中，克魯茲總共合法買得至少七支槍，其中包括

一支AK-47步槍。

針對川普對槍枝管制的立場，在2000年時，他

曾表示是站在中間立場，支持對攻擊武器發布禁

令，但整體而言反對槍枝管制。

然而，到了2015年，對於要求管制攻擊步槍的

輿論聲浪，川普則嗤之以鼻，還說半自動步槍頗

受許多美國人歡迎。 (相關報導見A3、B2)

川普核足球掀美中特勤衝突
去年訪中進人民大會堂 安保攔阻核按鈕箱隨員 一度抓住凱利 遭美特勤撲倒

回應控槍浪潮 川普鬆口：願改進購槍者背景調查

川普總統去年11月訪問

北京，受到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歡迎(上圖)。但期

間發生美中雙方特勤人員

衝撞風波，起因是中方要

檢查美國總統貼身隨扈攜

帶的核彈按鈕公事包(右

圖)。 (Getty Images)

美國總統形影不離的機密

公事包(圓圖)，內有啟動核

子彈頭的絕密，由專職武官

攜帶(上圖)。

 (美聯社、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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