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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前苏联各国的核和辐射安全

UNDP 和 IAEA 与新独立国家通刀合作

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必要的核安全基础设施

为向前苏联诸继承国提供有关核和
辐射安全方面的实际援助，一项数百万美

元的国际计划将于 1994 年初全面开始执

行。

这一计划是以 1993 年 5 月 4-7 日在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部召开的部长级

信息交流会为开端开始执行的。这些国家

的政府高级官员在会上简单介绍了本国现

有的计划、问题、需求以及优先次序，这是

为确定如何最佳地安排这项国际计划名下

的援助而进行的许多工作的一部分。该计

划由 IAEA 和联合圄开发计划署(UNDP)联

合发起，目前正在向国家政府、国际基金组

织和私营工业界寻求这些援助服务所需的

资金和其他支助。

这项联合计划涉及的范围，是未被核

动力方面已经在实施的、援助中东欧国家

的国际努力涵盖的领域。这些国际努力是

指目的在于改进核电厂安全的一些双边和

多边援助计划，包括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OECD)的 24 国集团通过设在布鲁塞尔

的欧共体委员会 (CEC)建立的协调机构。

IAEA本身也正在实施若干项有关各代加压

轻水堆(称为 WWER)和石墨慢化 RBMK

型堆的综合计划，前苏联的继承国(如立陶

宛、俄罗斯和乌克兰) ，以及保加利亚、捷克

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建有此

类反应堆。

Rosen 博士是 IAEA 负责核安全的总干事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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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范围更广的与研究堆，铀矿开采

与水冶设施，以及医学、农业和工业中使用

的内含辐射源的装置等设施有关的安全问

题，一直没有集体性的计划加以处理。这项

新的联合计划将利用机构在建立安全基础

设施(包括法律和审管框架〉方面的大量经

验，以及 UNDP 获得基金和在有关国家建

立管理援助的机构方面的能力。联合国系

统能按公正性和普遍性原则办事，这一特

点可给政府和捐助组织提供合适的援助机

制。为使联合国系统诸组织更加统一而协

调地提供援助，联合国已在大多数新独立

国家中设立了"综合办事处"。

开头的几步

这项联合计划打算分 3 步进行，以维

也纳讨论会为开端。来自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

尔多瓦、俄罗斯、乌克兰及乌兹别克斯坦的

代表参加了该讨论会。(见第 37 页的地

图。〉新独立国家中有两个即塔吉克斯坦与

土库曼斯坦未参加。与会者就草拟行动计

划所需的细节取得了一致意见。普遍认为，

各项因国而异的援助计划有必要提供最新

的装备及专业性的专家和咨询服务。包括

情况交流会与科学访问在内的信息交流与

培训活动，在使这些国家与国际科技界建

立必要的接触和了解国际上的做法方面，

都能起重要作用。



资金筹措可能是提供援助的限制因

素，为此还曾邀请潜在捐助国和金融组织

的观察员参加这次维也纳讨论会。其中有

CEC、 24 国集团、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和世

界银行。

几个主要问题

IAEA 的顾问们认真听取了讨论会上

发表的各种意见，并与各专门工作组中的

与会者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他们得出一个

明确的结论，即急需拟订独立的国家方案

以填补因苏联解体而出现的空白。

所有国家原先虽然都有辐射防护方面

的规定，但那时一切都以前苏联的全联盟

组织的指示和建议为转移。苏联的解体使

这些安排及以莫斯科为基地的中央权力机

关不复存在。因此，建立新的自治的国家权

力机关和有关机构，制定法规和标准，已成

为需优先关注的问题。尽管各国正在作出

自己的安排，但有些方面的职责重复，另一

些方面又没有人管。负责卫生工作的部和

涉及环境或工业的其他各部，以及国家的

委员会和有关机构，都可能与此有关。

这些国家的权力机关和有关机构，都

将需要培养他们各自的政策和技术方面的

专业队伍。大多数代表团要求开办介绍国

际实践的培训班。了解已被世界广泛接受

的辐射防护标准，诸如 IAEA 的《关于电离

辐射防护和辐射源安全的安全基本标准>> , 

是建立新的安全基础设施所不可缺少的一

步。

有些问题是共同的。所有国家的医疗

和工业射线照相领域中都有正在使用的辐

射源，有些国家还把辐射摞用于产品灭菌

目的。各国都有一些已被废弃但又不知其

组成、数量和下落的辐射摞。自 50 年代初

以来，大多数国家建立了一些浅地掩埋废

物处置设施。有几处设施的安全性基本上

是不清楚的或不能令人满意的。在铀矿已

被开采和加工的一些地方，存在着如何使

废矿料和尾矿稳定的问题。研究堆和核燃

料循环设施的退役工作，也是终归要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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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

这些国家普遍缺乏应急响应能力，尤

其是在通信联络及放射学分析能力方面。

许多国家还担心与其相邻的共和国中的核

安全水平不足。

刚开始的实地调查

作为联合计划第二阶段的专家实地调

查正在进行，他们要访问每个国家，将于

1994 年初完成。这项活动除了针对几组具

有类似需要的前苏联共和国分头开展工作

外，还将产生详细的因国而异的一揽子援

助计划。

首批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

吉尔吉斯斯坦的出访是 1993 年 7 月进行

的。(见下页方框与图。)这项工作由 IAEA

的工作人员和一名参加维也纳讨论会的顾

问进行。出访中，他们察看了核动力堆和研

究堆，铀矿开采和水冶设施，以及医疗和研

究部门中使用辐射糠的一些主要装置。讨

论集中在以下诸方面:核能利用的法律框

架;审管监督(包括辐射源的许可证审批和

管制以及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h环保与监

汩h废物处理 F 以及应急准备。

在所有这 3 个国家中，参加过维也纳

讨论会的高级官员都积极参与了出访活动

的安排和讨论。由这些实地调查得出的一

些重要见解如下:

法律与审管工作现状。一方面各国正

在建立新的监督安全活动的国家机构，另

一方面现有的许多要求与安全标准仍然在

使用。人们普遍承认，尽管希望发展得快一

点，但时间多长将取决于政府重新组织工

作的总的优先次序。在重组完成之前，临时

性的机构和法规很可能将继续使用。虽然

那里有前苏联制定的安全文件，但几乎找

不到本国的或国际的其他资料。由于各种

核设施的大量相关数据和设计资料仍保存

在俄罗斯，因而与俄罗斯的积极合作是必

不可少的。

人员。那里有经验丰富的行政管理和

技术人员，然而他们的经验仅限于在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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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国家的主要特

点

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契

库杜克铀矿露天开采

场 。 (来源: C. Bergman ,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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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已经以 UNDP-IAEA 联合国际项目的名义访问了许多国家，目的是为

今后的援助打基础。 1993 年访 问过的国家是:

哈萨克斯坦。该国人口 1670 万，面积 270 万平方公里，首都阿拉木图。哈萨克斯

坦于 1991 年 12 月宣布独立。该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重要的工业有煤矿开采、石油

和化工生产、有色金属冶炼和重型机械制造等。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已从畜牧业为主转

向生产谷物、棉花等农作物为主。

在核领域，它的核设施有塞米巴拉金斯克 0949-1989 年间曾是苏联的核武器

试验场)的三座研究堆，阿拉木图的一座研究堆，阿克套城外的一座增殖反应堆，一批

铀矿开采和矿石加工点，问拉木图附近的核物理研究所，以及阿拉木图和阿克套附近

的核废物处置场等。

吉尔吉斯斯坦。该国人口 440 万，面积 20 万平方公里，首都比什凯克。吉尔吉斯

斯坦于 1991 年 9 月宣布独立。它拥有 500 多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制糖、制革、

棉毛精选、面粉加工、烟草加工、食品加工，以及木村、纺织、工程、冶金、石油和采矿等

工业企业。该国以其畜牧饲养业著称。

在核领域，主要的活动与铀矿开采作业有关。

乌兹别克斯坦。该国人口 2030 万，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首都塔什干。乌兹别克斯

坦于 1991 年 8 月宣布独立。它拥有大约 1600 个制造和加工石油、煤、铜及建筑材料

等大宗出口商品的工厂。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以灌溉为主的农业所占比例很大的国

家，主要种植棉花、稻米和水果。

该国的核设施有塔什干附近的一座研究堆，其核物理研究所的一套 15 kW 脉冲

中子源，一个铀矿开采和矿石加工点，以及一座集中的核废物处置设施。

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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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体系内进行工作。看来，许可证审批人员

和检查人员似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缺少

实践经验。它们与俄罗斯有许多双边协议，

包括与各种单位的合作协议。这些协议将

被保持，并能给人员培训提供一些机会。高

层次的人员正在获得与国际科学界接触的

机会，但这种接触也应扩大到较低的一些

层次。

由于即将作出国籍与语言要求方面的

决定，因而一直存在着俄罗斯出生的人大

量"流失"的现象。在哈萨克斯斯坦，哈萨克

族和俄罗斯族的人口几乎相等，各占总人

口的 40%左右。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

族人占 21% ，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他们仅占

8%。俄罗斯族的科学家在许多工业部门和

科学机构中过去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

倘若运行哈萨克斯坦 BN-350 型增殖堆的

大量经验极丰富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流失，

则该堆的运行很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许多新的政府机构的建立，也已导致

有才能的人分流它处。在世界范围内建立

外交使团的这种必要性，不仅需要政治人

才，也需要技术专家。IAEA的工作组是刚上

任的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接待的第一批

官方访问者 F 以前的两名部长已改任大使。

设施与设备。许多设施和大批科研设

备均是老式的或过时的。该工作组不断昕

到设备普遍不足和不能使用的?肖息，尤其

是某些普通的测量器具。这些国家缺少现

代化信息贮存技术方面的计算机和软件，

而且普遍需要直接和快速的通信系统，不

仅供国际通信使用，而且供国内通信使用。

为了使这些国家的工作达到国际水

平，需要采用最新设备使这些设施现代化。

然而，在对重点工作的计划和是否具备足

够的人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近期内很难

答应要求提供设备的大量申请。提供设备

的申请将需要在国内进行协调。

一个积极的迹象是，被访的许多工业、

研究及医疗部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所

具有的奉献精神。不仅他们的技术知识，设

施中的清洁度和秩序相对较好也能证明这

一点。这在哈萨克斯坦的 BN-350 型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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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堆上尤其明显。该核电厂有极佳的运行

史，而且访问过的厂区的内务状况极佳。

公众的担忧。在所有这 3 个国家中，公

众对正在进行生产或生产巳中断的铀矿所

产生的放射性尾矿有点担心。然而，看来这

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哈萨克斯坦，

公众的强烈意见原先集中在反对核武器试

验上，但现在也许己指向重新启动 10 MW 

研究堆所必需进行的也是即将进行的安全

审查上。这个可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

堆，由于担心它的地震设计，自 1988 年以

来一直未运行。大气层核武器试验(已于 60

年代初停止)产生的辐射照射量和仍然存

在的放射性污染，仍然是哈萨克斯坦公众

及其邻国所关注的。

已开始进行的援助

人们对实地调查普遍有一种厌倦情

绪。一个主管部门曾声称，过去 2 年中已接

待过 100 多个环境调查组，但基本上什么

实际援助也没有得到。为了维持信誉和受

援国的实际利益，UNDP-IAEA 联合计划

需要尽快开始提供援助。

1993 年底至 1994 年初期间可能开始

提供的实际援助将包括提供某些测量和监

测设备。此外，还可能进行多次安全咨询出

访和专家援助活动，作为一国的或地区的

情况交流会和科学访问之类信息交流工作

的补充。为满足对最新的书籍和杂志的需

要，在建立收藏关键性书刊的图书馆及提

供重要科技杂志的订购费方面也可以做些

工作。

根据该联合项目"需求导向"的这种做

法，援助主要是响应被访问过的有关单位

提出的要求。这些近期的努力和今后的后

续工作，将导致对这三个国家的要求有更

全面的了解。

IAEA 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和专业人

员来提供所需的所有支助。但今后将需要

大量的专家援助，而且预算外基金将是必

不可少的。已与几个国家签订了一些允诺

性的合同，有可能免费收到某些设备。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