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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隙的在保障措置三/又尹Aω强化

IAEA ω保障措置主/久子Aω f}]率性打主。、有劲性ω

一眉ω向上老求b 毛提案ω概要

J. Y工本年Y又 IAEA 白保障措置击圃惊，正革Bvζ扫主~国隐 考之i? n :5。

R. F\-Y 、y 夕 情势白道展tζ 主 ?τ，号 l 运精运影警去受旷τu ζ 白主乡 t:t造展惊，专白他ω国朦的t:t造展 k

A. 7 才 ν..-{. 、y 恙。 ζ n 去-C IAEA 白加盟国以集的的忆，世 相幸 ?τ ， 30 年前亿保障措置制度剖凳足 L τ 

夕7/1 ) 界ω平和，健康忘i? lfvζ繁棠亿果?原子力白置 以来号乡-C '&J '? t己本乡忆，引运精运 IAEA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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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ω促造·掂大老求怜，反面ζ 白主乡 t:t贡献力T

U如忿各方法τ、也罩事目的亿利用 3 才1，.:5 ζ 之白

忿U 二k 乡，哥?白罹突化老国毛主 U 乡， IAEA ω 

目穰巳对?毛专机专、机白 3 主 γ 卡 ß:/ 卡去再罹

言NGτ f!5 t::. 。

ζ 白 3 主 γ}- /过二/卡 t立{固々 ω加盟国ω行勤老

通Uτð i? vζ强化ð 才1元。 7Jν斗!:/于二/jO二tlf

/7 >1 Jv白两国政府剖，同国力宝合同?保障措置

θ查察毫突施?毛S t::. tì) ω二国固保障措置悔定毫

造展ð -l主毛 ζ 仨老诀定 G ， *t::.两国ω '"9'"飞τω

平和曰的白原子力活勤去 IAEA (])保障措置ω

对象下记置 < t '"9:5 IAEA t ω保障措置摇定

白寞施亿踏办切'?t之 ζtf士，应〈散迎3 才1 :5之

ζ 忍之怒气3τu毛。同糠tζ *t::. ， 南77 口力到

核不掠散条的 (NPT)ω批准去泱定 G，自摄

的怒速ð -C IAEA t 白包括的t:t保障措置悔定

白翻印毫行'?元 ζ 之色，国朦的忿保障措置ω今

後白掂大 t \，~乡面 tζ jO ft :5重要忿只尹 γ 7'-C'&J

7 元。 ð i? vζ最近，中国剖 NPT'"\白加盟去表

明 Gt::. ζ 之眩，核不披散制度亿对?毛国隐的忘

贡献 t \，~否意味寸， ð i? v乙重要忿毛白?岛之3 之

1)沪工寺、斗二/只氏 l主 IAEA ω保障措置局担当事荡局次

是， /'\- Yγ 夕氏陪同局ω概念·轩画案部ω部f是专;õ

毛。 7 才二/ .~γ 夕" /'.E\'; f主保障措置担当事藐局次最

ω7 1"川千步一。

保障措置言十画白改善忆影警告jO主 I:f Gτ \，) <ζ 

之以罔逞\')t:t \')tJ思b才1，. {己。

遇去 30 年罔亿 7ot..ζ?τ 国凳 3 才1τ 差1::.

IAEA ω保障措置白基本原则眩，本置的tζ 陆麦

7o '? τ们公们。 G如 G t:t tß i?，最近加盟国加劲

率性jO主 lf有期性ω面忆扫 It :5改且去要苦?毛

主乡忆之t t) ， ζ 才uζ伴?τ保障措置ω基擎jO本

lf手JI圄 tζ一屠ω最通化宏图寻5ζ 杠力主 ζ 仨白际如

急切n:5 ζ2二 2二怒气)1::.。

IAEA 事薪局以，加盟国白贡献老陆C: tì)， 技

街道步7;t i? lfvζ程跋如 b学儿沱教司11等径通巳，

通去 10 年罔亿造成3 才Lt己保障措置ω有助性jO

点。、劫率性ω印象的t:t向上怜，保障措置己/只尹

Aω今後ω改具tζ罔?毛梁皖主善安正当化7 号己

也白之克τU 恙。 IAEA θ保障措置白 3 只卡白

有劫性向上去国毛努力力王道tì)i? nτ们各正睡之E

方向忆力功)70 i? T， 加盟国ω贡献，特亿保障措

置白支援音回去罹立Lτu毛加盟国ω贡献力宝第

一萎的亿重要-r''&J毛 ζ 之以明 b 如-r''&J :5。

IAEA 保障措置ω一眉θ最通化亿加盟国剖引

运兢兰国心安示Lτ 川之5ζ 之如忘，保障措置ω

技怖的怒有妨性忆力Uτ精密怒拥查力主行70n毛

ζ 之亿公'? t::. 。 ζ 才1，.1士，国速安全保障理事会ω

第 687 号泱蠢忆徙?τ ， IAEA 力叫?夕?遂行

Gt..二各撞活勤如与明i? ;1)) Vζ ðnt己\，) < -::J如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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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突ω括果?也革')~。

千?夕力主 IAEA 之白保障措置悔定ω条项毫

遵守Lτu忿Uζ 主，:lô尘。、17 夕亿二u己秘密、

襄白核兵器阔凳击固白规模眩，之也 tζ 申告清办

ω施言童白l7- fζ :lô ft 号5核物黄白哥量管理白横在活

勤毫通巳τIAEA 前理在提供 Lτμ 与3 保障措

置θ保在加不十分l.'lÙ ~ζ 已去强〈主iJ!9~ 也

白è:7;t-:J τP~己。徙?τ， ζω 二k 乡忘横IDE活勤

l立， IAEA è: ω包括的怒保障措置镇定老精括L

k.各国?惊，未申告白核物贾扫主 rJ原子力施鼓

l立存在Lτu忿U 之 U 予相当保在去提供7毛各

疆活勤亿二J::-:J τ楠完3杠，强化ðn~ζ 主力去肝

要l.'lÙ态。 ζ 白主乡7;t付加的怒保言正毫U力3 亿 L

τ阔凳 Lτ行〈如』ζ-::> 1t )τ 眩，理在 IAEA :lô 

二J::rJ各加盟国亿点 ?τ慎重亿横前3 才1τu毛主

ζ 石?岛毛。

IAEA 意章ω规定汇徙1t)， IAEA 理事会以 ζ

n去?一贯Lτ ， IAEA 保障措置三/叉子 J..，..IJ)展

阔的注阔凳忆高U僵先顺位老号文τ 运元。二白

ζu主， IAEA 事薪局力; è:+ ω程度 IAEA ω保

障措置ω目摞牵连成 lA-: 力斗ζ-::> 1t )τ，理事会力去

艳之γ置棍打点。百倔tζ努bτ 主先 ζ 之如 b 也

明 b 如飞?革')~。主 kIAEA 理事会别保障措置

亿国?毛年次辍告忆徽应 l.， tζ考察老加之τp~

ζk 色，保障措置活勤』ζ对?毛慎重怒于工 γ 夕

ω一例去示?也白l.'lÙ恙。

ζ n ;j;l.'理事会眩，事费局记本毛 ð 二~ ð+ 京之E

提案ω考察忆力主怒。 ω峙罔毫寄U 1t )τ 运元。 ζ 才l

bω提案，:lö点 rJ专 nfζ对9~理事会白考察白

理状亿-::> 1t )τ，哥?ω概要在E本言己事?招介?毛。

1992 年 2 月 24"-'26 日白会合寸，理事会陆以

下tζ揭 f:f ~项目忆国9~ 提案亿-::> 1t )τ蕃蠢 L

元。

.特别查察白利用

·新规原子力施鼓ω建鼓击画tζ国?毛情辍白早

期提出

·核物寅ω生崖，输出λ』ζ罔9~辍告·横韶，

7;t~rJ忆，

·原子力活勤亿使用?毛 ζ 之若特亿意图l.， t-:楼

器:lô主 rJ物黄白输出λtζ国?毛辗告·横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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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查察

特别查察汇南 Lτ，理事会以，必要如?遁切

7;t塌合亿眩，包括的7;t保障措置镇定去精秸 L τ 

1t){己国亿扣Uτ特别查察看E芙施?毛主之也亿，

lÙ~~~平和目的白原子力活勤亿扫吵斗59"'-τ

ω核物黄力主保障措置下亿lÙ ~ζ 之若保在9~ è:

u 乡 IAEA 白榷限去再睡韶、 L 元。 IAEA 白特

别查察ω芙施榷限忆自?毛法的根抛惊，文喜

INFCIRC/66 :lô二J:: rJ 153 亿徙U精括ðntζ保

障措置镇定亿示ðnτu 石。

INFCIRC/153 亿 l.， t二力;-:J τ精括 ð 和毛本

乡忿包括的怒保障措置镇定亿以，当事国亿对L

τ号ω管瞎下寸，也l.，<眩，1t )Tn白塌所去罔

bf、专白管理下?莫施ðn~，锢土内ω lÙ ~ fφ 

毛平军口的活勤汇:lô ft 毛资源括主 rJ核物黄白丁「叫

τ忆，保障措置去受时λ才1~ 之丁I~ 薯费力去含;j;

nτp~ 。 ζ 白二k 乡忿悔定白毛è:l.'眩， IAEA

I主当鼓国亿二J:: IJ 芙施ð 才1~ ::I 主 γ 卡兴二/卡』ζ遛

合Lτ，保障措置θ有劫利用去罹窦忿也白è: 9

~榷利:lô点 rJ蔷藐号持?。 ζω悔定l" f主申告物

黄 k未申告物黄白罔tζ 医别;主行b才1 7;t1t) 。 ζ 白

t-:~ ， IAEA fζ嚣ðnt-:蕃费白。之 -::>f立，保障

措置ω对象物黄白丁1"'-τ刑，罔遣U忿〈保障措

置老施主才1τu毛如去睡如~~ζ è:l.'革5 态。

特别查察以植bτ频繁亿凳生9~U立思bn

合1t)剖，特别查察力去行bn~ è: 1t巧事芙 l主保障

措置θ植保亿付加的忘重要性去提供?毛毛白忆

7;t毛l.'lÙ石乡。 ζ 白二k 乡泣付加的主E保IDEf士，

IAEA ω千二 ';/7 尹千 7ω下亿美施ð 才1 号3 特别

查察ω秸果如 b 毛先 ~ðn~ζ è: fζ 7;t~之思b

扎毛。各国毛主先特别查察白手JI圄白利点老利用

l." IAEA 币二 ω 本乡7;t查察老莫施?毛主乡要

言青丁I~可能性也考之 ~n~ 。

追加情辑的提供

理事会陆 ð~ 忆， IAEA 剖 IAEA 意章:lô二k

rJ包括的忘保障措置悔定亿徙-:J τ，追加情幸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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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征j舌勤σ)-3;景之 L τ，保

障措置ω施ð tt.t:ζ核物黄ω

lè鲸~T 工 γ 夕亨 ~IAEA

查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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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手L理地安查察丁16榷限老保有LτV) 6ζ 主

去再罹言~J...， t己。

理事会白 ζ白措置陆，未申告白原子力活勤ω

存在去横出7 号5 t.: l5b fζ罹立ðht..ζ 己/只尹 Aω重

要要素ω。主?以情事~l.~6 ì:: v) 步，事芙ω琵

戴』ζ立脚L元主〉白飞~.~ 恙。也J...，~毛国力f专白原

子力活勤白一部在E秘匿?毛主雪兹 ζ 主力主生巳 t.:

朦』ζ 陆， IAEA f主 ζ 白秘匿去指示?毛情幸丧气ω

7 夕1!又去囡 6 ì::!:二也忆，哥?才11ζ 二1: D IAEA 

tζ霖甘色才11..二横在活勤追求ω基醒去罹立J...， t:t ft 

hfit:t i?忿U。 λ手可能忿情辍白 ð i? fζ大巾忿

手iJ用妇 二I:lJ言平倔老行乡 ζuζ 二1: IJ , 乙 ω 在当 t:t

情辛~ì::各国ω申告ðht..二原子力活勤ω罔ω不一

致去明已如tζ -t~己 ζk 切可能 k思bh6 。

ζ 白二k 乡 t:t7'口 1! Ã f主*元，未申告白原子力

活勤白存在任，核物黄白苛量管理忆基-5<项行

v 只尹.Ldζ比代τ，以毛如』乙早〈横出?毛

IAEA ω能力 t二贡献?毛毛白l"~毛主 M 当点』乙

-:J Pτ 陆 ，11:.室g t:t :J二/1! /兮又力f得包扎τL三毛

主乡 l.~6 。

二白付加的 t:t 能力去芙施?毛 tζ 朦 L τ ， 

IAEA 事蕃局怯λ手可能t:t情幸蓝白丁「叹τ 去慎重

』ζ言平倔J..."革 C~己代 ~7 才口一 -7 γ7措置牵

制定?毛主们乡捶协τ置任白重P棠藉老引当受

。毛 ζ ì:: fζ 怒之5 。臭常平不一致力f存在?毛 ζk

tζ 尘。，早急忆章c t:t ft才u王t:ti? 才:t P一逼白措

置剖求l5bi? h毛 ζ ì:: fζ t:t 6 币， ζh i?白措置 tζ

眩，元之之回特别查察白主雪兹，付加的壮保障

措置手段的芙施到合玄机τM毛。肝要 t:t措置 k

目 ðh6 也白白V ì::-:J除罔逗国之 ω早期惶革?

~毛力宫， ζ 白二主丈:ft -r也必要占主批斗5 前明*

元以修正句元协句对策力去呈示ðh毛 ζ 之』乙之E 毛

主 J恩、b机恙。 IAEA fζ 二1: 6未申告ω原子力活勤

ω横出能力白向上剖也1..二i?-tf寸加的t:t丰iJ点白 V

ì::-:J眩，专叹〉能力力主存在?毛 ζ 主寸，新先忿核

兵器周凳轩画去，早U段陪?抑止?意毛乙主?

~恙。

1992 年 2 月白会合寸，理事会陆包括的 t:t保

障措置摇定ω参加国记对Lτ，新J...， v)原子力施

鼓:tò二I:lJ原子力活勤，忿 bσt乙既存施鼓ω改造

等白音十画 tζ罔丁「毛予偏↑青辍去，建言童白泱定，建

言盘带可白泱定也J...，<以施在改造白泱定别行b才1

t.:後寸寸~ 6t.!. 妙速争力主忆提供?毛主乡求b

t.:。二 ω情丰~fζ 陆 ， 音f画白策定，予偏鼓击，建

鼓:tò牛I:LfT':J ξγ 三/3 二二/夕等ω7口沪工夕卡

ω各段陆去通巳τ更新化力王国 i? h6 。

IAEAI主，包括的t:t保障措置悔定毫保有?毛

各国白原子力活勤忆自Lτ， 们<-:J如白情辍源

去持"?τP6 。

最初句，气~J...， τ 也乡之毛重要t:t↑青帮源;主，各

国ω 二白疆白活勤』ζ国?毛申告t:t i? rJ fζ各疆核

物雪白雪+量辑告喜旗l.~ 毛剖， ζ 白幸自告喜旗以

包括的保障措置悔定tζ徙U提出吝 h~己也句-r~

毛。 ζ 札 b 白幸E告警蕉』乙眩，核物黄叹支辍告苦

老陆 C I5b， 突在库明烟衰，原子力施鼓逞鞋者』ζ

lAEA楼阁琵 34 卷第 1 号



点毛寞在摩ω测定·言平倔秸果θ牵挂告害， ð í? Iζ 

核物黄ω国内移酝』ζ罔丁「毛辍告警:t3主rJ输出λ

tζ阔?毛辗告毒等切合支机τu 毛。

第 2ω重要怒情辍源眩，当苦国之白原子力悔

力回定毫精秸 LJ.: 专白他ω国如í?， IAEA Iζ送

í? nτ 〈毛辍告菁娼'"('.:ù 6 。 ζ 才1"í?白辍告喜慧

tζ 眩，核物黄白输出』ζ罔丁16情部力f含玄机， ζ

n汇点。 IAEA Iζ 当茧国如已提出 ð n t.ζ输λ

罔保罪告雪慧ω正罹性打主rJ完成度毫罹韶?毛

手段剖提供ðn6ζ 之亿兹 6 。

第 3ω情辍源眩，理峙点?以哥~nl王 t+ a:.章ã lJ'

也白 tl主怒气〉 τPIJ'~)前，原子力分野专利用 ð

n6一定白楼器巅扣尘rJ奔核物置θ输出λ亿国

-t 6情辍寸， ζ 才1，， 1主力日盟各国亿尘。提供吝 n6

ζξ刑期待ðn6 也白'"('.:ù毛。 ζ 0) 止步IJ'情辛R

ω提供眩， IAEA 币， .:ù ~己国亿扫旷 6原子力活

勤白髓圄忆罔?毛 IAEA 自体白知晃白正罹主

忿í? rJ lζ完璧吝毫罹韶-t 6 乡之?役立~'"('态与5

7 。

第 4 亿考之 b 才1，，~己情帮源眩， IAEA 币， .:ù 6 

国记扫吵毛未申告ω原子力活勤白存在ω可能性

毫查定?毛上?役立~t 恩、bn6 币， ζ nl主当

鼓国力;.:ù í?如t;.s'J申告 Lτu合U活勤ω芙施亿

罔逼?毛主思、bn毛横器，施鼓忿í? rJ fζ突酸苦f

圃等』ζ回?毛情辑白提供τ:'.:ù恙。国隐的念技衙

文献汇:t3 1:t毛情辍忿 bσ』ζ辍道固保白白事等tζ

:t3 1:t号5 情帮眩， l., li l., 1王 ζ 才d:'"('知í? ð 才1τu

忿如?式:原子力活勤盯匕二/卡告号之占3ζ 主力~.:ù

毛。

第 5 亿，以上tζ述叫t.:情辍源白际力斗ζ 也~) < 
。如倔值.:ù毛情辍源萨克毛剖，专白中 I~I立国家

的横罔予国朦的忿楼阁， t.: t 之 li77 二/鸪会，

二王一夕 1) 7.7~ ::L. 77 二/又·立一才fν 一二/

3 二/，毛二/卡 ν一国隐研究所，又卡 γ 夕水 }v 1>.

国陈平和研究所IJ' t+1ζ雄持ðnτu毛各疆于一

夕叫一又如含主 n恙。

加盟各国如 b提供主才1元情幸IH主慎重亿取。扳

bn6 ζk 加肝要'"('.:ù 1), * t.:必要忿塌合亿以
'7 )ν秘摄~)Iζ 主才1 毛<<运 -e.:ù恙。"保障措置上

'7 }v秘扳~)"情事fÆ t l., τ知í? n6 也白亿国L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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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 IAEA 事荡局亿主毛殿密IJ'守秘蕃移加难持

ðn， ζω憬霄 l主 ü 石 Iv融杭3 才1，， 6ζ 之亿念毛

主思b才L 毛。

IAEA ，~各国白原子力活勤亿对-t~己能合的忿

理解去 ð í? Iζ 深.s'J 6ζ 主任可能主-t 6ζ 才1"í? ω

情幸在白言平倔眩，能力去强化 L τ，各国ω原子力

活勤奋 IAEA 刑十分如?夕千 A 叹一亿感知寸

运 6 尘乡记 -t 6 t.ζ 协白必须条件'"('.:ù号3 。

ζ 白二k 乡IJ' "早期警帮" v 叉子1>. 1主以下白 4

7白部分如 b槽成ðn态。

·↑青帮白收集:

·↑青帮白言平倔扫本 σ解析:

.情幸Eω罹韶主 t.: I ;I: ~F罹韶;

·情帮白流通.

丁「飞~+Iζ述叫元左乡记， IAEA 1主， NPT 加盟

白荠核保有国♂原子力苛画亿罔Lτ行'? t.: 申告

内容白完璧ð :t3主rJ正罹吝毫罹雷、-t~己目的专

白，专n í? ω国ω原子力活勤白糙脆的忿~祖白

光.s'J 1ζ ， IAEA ♂λ手可能主忿毛情辍老丁「代τ

利用?代意寸.:ù 6tP 乡点亿~~)τ 眩，幅a:.~ ) 

2 二/斗~/1j-只剖明已如 t二存在 Lτ~)6 二k 乡'"('.:ù

6 。 ζ 白 ζ tl主言乡 l主易l.，<行乡 I主要在 l.，'"('且5

6 。丁1/飞τωf育幸匠去注意深〈毛二夕-l.，解析T

6ζ tlζ 尘。，秘密ω原子力活勤力宝未横出白主

*建 ð 才1，， 6 之们乡口又夕眩，大幅亿减少ð 才1，， 6

ζ 之剖期待ðn毛。平和目的ω原子力圄凳击画

ω高度白透明性去造成?毛 ζ tl主可能?革') 1) , 

专才1亿二t 1) ， ζ 白二k 乡忿各国?以奔平和目的白

原子力活勤力主存在L忿们之 U 乡追加的主主罹信号E

号文主5ζ t Iζ IJ'~己。

早期警辗己/叉子1>.白 3 又 F 有劲性tζ~pτt主

辞而去加之恙&，、要力'.:ù 6。罹如忆， ζ 白二/叉子

1>. 1主利用可能忿情帮源tζ比较?毛 t ， 信赖性主

力 l主信用性白点'"('1主劣忍。潜在的忿3 又卡白予

?ftUl主要在 l.，<，国内规制扫本rJ法律白麦更加必要

主公毛 ζ 之也考文已杠， * t.ζ追加的々国隐法的
取。泱.S'J(元主之 li 7"口卡:J -}v) 剖必要之壮

毛力》也l.，n lJ' Po l.，力> l., IJ'力'í? ，提案ðnτL 当

毛改且策加保障措置白有劲性扫本rJ信赖性去增

强-t 6ζ 之以罹如-e .:ùl)， ζ 白 ζ 之 1;1: * t.ζ今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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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l? fζ努力却必要?且5 毛 ζ 之去正当化T~己也 ω 一定的梅器扣~ tf;tF核物置的输出λ的事E告之c ï:>

l.'也ì(，毛。 σ』二横征

核物置的掣造，翰出入的事E告指~σ横旺 一定ω横器娼ì3点rJ赤核物黄白输出λtζ国?

保障措置悔定陆一定ω核物黄白输出λ亿商T

~幸自告白办任规定Lτv)~。理行ω核物黄白幸E

告tζ圄T~ 要件去ì(， l? Iφ 毛平和目的白活勤比ì3

吵 ~T叫τω核物黄』ζ拣大T~ζ I:: fζ 二t D ，混

在陆幸E告ω对象之吝 nτv)忿U核物黄力击，保障

措置悔定比基吃主运各国tζ每之包机τu毛基本的

忿任费比徙?τ使用 ðnτv) 毛1:: v) 乡保在却也

t:' l? ð 才1 号3ζ I:: fζ 忿~~二思bn~ 。

ζ 白 t:. 岭， IAEA 事费局陆，司~n力§理在ω幸员

告要件tζ言麦当丁「毛如否如瓷罔bγ，罩事活勤tζ

用 v) l? ';才L~核物寅扫本rJ原子力以外白利用亿ì3

吵~ v) < ":)如白少量白核物黄老除茬， T<<τω 

核物黄白输出λ老幸自告?毛本乡提案L元。

ð l? fζ，事费局除去元，保障措置悔定精秸国

ω千二三/气. }ν· 千二/叫~卡口(初期在摩Hζ 陆，

ζn l? ω物置;主缸石ω精拣若惊 Gðò，燃料加工

也L，<以同位元素漉捕tζ好遁忿粗成本rJ船度汇

到遣LτU忿 v)核物黄毫含ðò，平和目的白原子

力ì3点rJ原子力以外白利用比供ðn~T<<τω

核物黄毫含b 毛主步提案L， t:.。一旦升'二/乓~卡

1) fζ包含吝 nt:.原子力以外白利用目的白核物黄

陆，专ω後，保障措置悔定白规定tζ徙?τ，保

障措置ω对象如也除外ðn~己如， *td主施注 n

τu元保障措置毫解除丁I~ζ 之力'l.'运斗己。

ζnl?白提案白予铺的考察寸， IAEA 理事会

眩，提案白受 ~tλ才u主 IAEA 1;: 一国白核物寅

T.I'飞τω量，利用，塌所等亿国Lτ大运怒保证

毫等文 ~ζ 之』ζ 7;t毛之L，7;t力'l?毛，追加辍告ω

寞施可能性ì3点rJ倔值等牵制定?毛纪之忆眩，

多〈 θ法的，技衔的ì3主 σ程湃的忿侧面如包 3

6 亿商查剖必要?易毛主特tζ霄及 Lτv)~ 。 ζ

ω串吉果，理事会陆 1992 年 6 月 ω会合寸，引运

皖运 ζ 才L l?提案tζ -:J v)τ横言才 L τv) <ζ 主老泱

定L， t:. 。

毛各国ω辍告惊，原子力活勤tζ对?毛公阔性安

一眉高ðò~己也白兰考文l?n恙。 ζθ1己扮， ζ 白

辍告以 ζ白点雪兹横器ì3二t rJ物黄吝l? fζ付随?

毛核物置之t 1::•ω平和利用面』ζ扫沙石信用汇寄号

T~ 。

IAEA 事藐局陆 IAEA 理事会忆对L"各国

力去楼器扫本rJ赤核物黄θ输出λ老幸自告丁n己隐tζ

用 U 毛主思bn~特殊核分裂物黄白姐理，使

用，塑造等θ目的忆特记载奇主 td主主售情吝 nt二

楼器ì3点 t均在核物黄白口只卡毫碴立T~ 本乡提

案 1...- t:. o IAEA I主楼器扣二t rJ物黄力去申告 3 才Lt:.

K 扫 D fζ 突在1...-，使用吝才lτv)~ 如去手工 γ 夕

T~镜点如也， ζn l? ω辍告牵强化L翻查?毛

ζιtζ忿恙。输出入θ言己撮怯商菜上去元;主工棠

上也二/己/尹千7'怒情辍毫保章?毛丈:ðòfζ 保

障措置上白秘密"情幸民主 Lτ取切披bn ;，己。

理事会陆，一定ω横嚣尘 t均在核物黄白输出λ

亿国?毛提案亿?们τ，予储的7;t横前去行7 元

式:~t 飞:' ì(, ~ 0 IAEA 理事会陆，事藉局ω提案tζ

眩，各国tζ 点毛幸匠告要件ω全面的怒笑施毫妨~:f

~多数ω要因为主含玄机τP~ζ 之若具体的忆指

摘?毛之之毛忆，国遭丁I~横在手段以芙理可能

?以忿< ，主 t:. -::J. 只卡的tζ有妨l.'7;t v)可能性别

忘毛之言及L元。 ζ 白描果，理事会陆 ζ白主题

老 1992 年 6 月白会合?引~航运横封Lτ行〈

ζk 去泱定L元。

保障措置的罔凳促逢

1991 年陆， IAEA ω保障措置奇画忆仨 ?τ

陆例外的公一年1:: 7;t -:>1:.。 ζωζ 1:: 1立，主1::1...

τ国速白安全保障理事会剖 IAEA Iζ对L"安

保理白泱藩 687 号， 707 号，ì3点rJ 715 号白各

条项亿徙v)，一逼ω千?夕忆ì3付毛任藐毫遂行

T~ 点乡求ðòt:.措置ω括果tζ 本恙。

1...- ;Ò' 1...- 7;t力'l? ， ζ 才L l? f寸加的公任移加遂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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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何为月也前忆， IAEA 理事会战事藉局亿对

1." IAEA 币 1990 年代亿寄性è;， h~ζ2二亿忿

~è思bh毛增大?毛需要忆对店、专意毛 ζk 老

罹突忿也白 è T~ t.二盼忆，保障措置白原则，各

疆基建皇1ò点lJ手顺等tζ -:J \， )τ基本的7;t晃宦 L 毫

追求?毛主乡要求 Lτ \')t.:. o 1990 年 f;: ~立本

-7'-r阔催ðht己 NPT 再横言才会藩汇1ò \， )τ ， 

多数ω保障措置罔题前提起3 杠， IAEA 事费局

指点lJ加盟国白保障措置罔题亿对T~横前去一

眉促造T~ ζèè 怒气") t.:.。潜在的怒秘密襄白原

子力活勤记本 ?τ提起3 批斗5罔题白重大性tζ对

T~韶蘸却高去毛汇{半\，)，直t玉』ζ莓λ可能忘追

加对策前提案ðh ;，己 ζ 之记7;t-:;元。

IAEA ω保障措置 y 又尹 .Ld立， 1961 年忆最

初ω保障措置丈菩萨刊行ðhτ以来，目宜去 L

〈造步 L τ~ 元。 L如 L 忘却已， 1991 年ω事

件去契楼主 Lτ，徒来ω段陪的7;t保障措置7 7'

口-1-白阔凳去 ð 号〉亿加速T~必要力~à; ~ζ 主

力主明已如之忿7 元。包括的7;t保障措置悔定ω参

加国亿怯未申告白核物置1ò主lJ原子力施鼓剖存

在L 忿\， )ζ 之若保IDET ~ t.:. 协ω追加的7;t保障措

置手段去，早U峙期』ζ霉λ 1.， 7;t ,t hl王念è;，7;t
U。各瞿追加的忿保障措置手段ω横前?芙黄的

7;t造展到克 è;， ht.:. 剖， ζhf主加盟国毫 l主巳妙，

国朦的忿::J :/-!T }v夕二/卡，保障措置白芙施tζ罔

丁1~ 常言宣言喜罔夕lν- 7' (SAGSI), 1ò点。事藐

局忘 Eω毓合3 才lR努力白秸果tζ 点毛毛白-rà;

恙。

言乡去飞?也忘< ， ζ 白二k 雪兹核不掠散罔题白

全笛域tζ 1ò二t~J1;，靠B 7;t νc. :1. -1士， 1.， I;f1.， I王遁

用 ðh;'己叫兰对策白望主1.， \，)篝固1òJ:♂励行记

-:J \， )τ臭怒~克解ω表明』ζ描lJ付〈塌合力古生巳

恙。 L如1.，7;t到毡，有劫如7卖行可能7;t::J二/斗Z

:/-!T Â 毫望ù声眩， à; è;, Iφ 毛甜言董老通巳，例外

忿〈提示ðhτ \，)~。

IAEA 加包括的忿保障措置酶定变精桔L元加

盟国忆1ò \')τ特别查察毫突施?毛榷限，1ò点lJ

当鼓国白原子力平和利用活勤汇1ò吵毛?叫τω

核物贵如保障措置若受竹τ \， )~ζ 之白罹笑化任

国毛榷限毫有Lτ \， )~ζ 之在E理事会加再罹韶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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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ζèl士， IAEA ω保障措置ω强化忆望玄机毛

重要注又尹 γ7白Vè -:J-rà;-:;元。同棒亿，包括

的7;t保障措置悔定ω参加国亿对1."新规原子力

施鼓ω建言宣言十画tζ罔T~予铺的情辍毫可及的速

争如记提供?毛本乡求协丈二 IAEA 理事会白泱

定陆，事荡局剖 IAEA ω保障措置主/又尹 A 毫形

成?毛多瞿多棒忿活勤毫阔始T~t己份号白基醒

φ重要君主政且主忿毛毛白?每恙。1ò号?已〈 ζh

主沙也 ð è;， fζ重要之思bh~ 也白 t士，加盟各国

忆1ò lt~ 原子力活勤忆罔?毛情帮白 IAEA'ζ

对T~早期提出惊，各国白可能忘限 IJ fζ 1ò吵毛

公阔性 èè 也忆 ， T"飞τω加盟国忆对1." ζ 白军重

白言十画力主平和意回忆基-:)\，)τu 毛 ζ 之 ω追加的

保IDE老提供?毛毛白-rà;毛 è \，)乡韶蘸剂，理在

可?以J1;，<行运 b t.:.-:; τ \，)~ è \，)步事寞飞:'à;~。

理事会眩，核物黄白输出λ，忿è;， r.ffζ原子力

利用去目的主 Lτ特别tζ鼓哥吝 h元一定白攒器

括主lJ赤核物雪白输出λω辍告tζ罔T~事藉局

ω提案亿-:J \， )τ，予锚的忿考察毫行乡』ζ留去?

τu毛币，事藉局却ζh è;，提案毫引运航运横言才

1." IAEA 0)保障措置亿望去 h~强化汇寄号?

毛主思bh~ 号白他ω对策白追加商查忆着手?

~~I主 -9 J弘陆罹立ðh~è ζ 毛主怒气3τU 恙。

事藉局眩，内部手顺1ò点lJ基建皇白改且老固

沙， 率先新1.，p71T7 1ò二tr.f ::J二/~7'卡吾同

凳T~ ζè'ζ 尘。，罹突tζIAEA 白保障措置

白有如性1ò二tr.f劫率性若向上3甘 ~t.:.~fζ努力

L就妙τ \，) < 0 bhbhl主理在造~è;，hτ \，)~

IAEA ω保障措置ω能率化，扫尘lJ司~h剖核不

拣散制度tζ果光?役害j白增大陆，核兵器白阔凳

哥圃』ζ使用ðh毛括号乳白à;毛未申告ω原子力

活勤力去存在1.，τ \，)忿\，) è \，)乡付加的7;t保在老号

文毛 ζèè罹信?毛。

最近白出来事毫通1;，申告椅hω物黄1ò点lJ

各疆活勤』ζ罔?毛理行白保障措置己/叉子A白有

劲性加罹韶ðhτU 恙。 17 夕 ω塌合-r ð 之毛，

理行三/又尹Þ. I主、'Y 71 -!T施鼓ω保障措置下』ζ态

~高漉黯吧77 二/盯酝用 tζ -:J7;t力~~ è 恩、bh~兵

器化气ω 毛 -:;è 也容易怒yν- 卡毫防止丁1~ 白』ζ

十分有妨?且'J-:;t.ζζèl主特tζ言及tζ值?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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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扣 L 兹别i?， ζ 才1 i?最近ω出来事l主主元，

ζω 本乡忘保障措置二/叉子A白有期性眩，夕寸'

1>-1)一忿方法寸，秘密襄ω击画ω造展状况老横

出丁r :Q tζ I5b fζ ， 9 .1"飞τω核物置;lö二)::rJ原子力活

勤 tζ掂大3 犯公 ft 才H王忿 b 忿Uζ 之也罹韶丁「毛

ζ 主之忿?τ \，):Q 。 ζωζ 主力;* ð 亿理在考虑

主才1τ It~ :Q 特别查察老怯C: 15b， 鼓量十情幸Eω提

供，胡适辍告，哥?白他ω手川匮tζ国9 :Q提案白组

It~l"~号己。理想的亿眩， ζ nl主 IAEA ;lö二)::rJ

专白加盟国相互固ω情幸在交换亿扫吵石公胃性扫

本rJ透明性主们乡新l，-\，)精神力>i?前造9<<运?

~恙。

也

保障措置眩，简单比言之四，透明性ω制度化

ðn娓制化ðn丈二形睡l"~毛。 ζ 白制度，打点

。、专才uζ付随?毛规制以推f寺，国亮ðn :Q 之兰

也亿，引运辑运 3 与亿有劫化;lö主rJ劫率化力王国

已才1~ft 才11主~ i? ~It>。公阔性;lö二kσ透明性力去

ð i? fζ造占b i? 才1，付加的~情鞭打主rJ7 夕也只

J\白榷利力主吝i? fζ造展丁rnl王， IAEA ω保障措

置剖世界白平和括主rJ安定记果?贡献l主主?卖

?增大9{己 ζèè ìJ:'tJ， *1己专 nfζ 式。保障措

置ω施ð 才1t'::9<<τω原子力活勤ω平和的合性

格亿对?毛信赖度以 ð i? fζ高 l5bi? n :Q ζèfζ 忿

占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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