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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报告

国际核安全公约:核法律的里程碑

政府代表通过第一份

直接涉及核动力厂安全的国际法律文件

1994 年 6 月 17 日，来自 84 个国
家的代表未经表决即通过了《核安全公约》

的文本。这是于 1994 年 6 月 14-17 日在

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部召开的

外交会议上采取的行动，该会议是总干事

在机构理事会授权下召开的。在此之前，

1993 年 9 月的 IAEA 大会第 37 届常会曾

表示希望尽快召开外交会议通过该公约

(决议 GC(XXXVII) j RE5j 615) 。

该公约是第一份直接涉及核动力厂安

全这个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件。"从这个意义

上说，按照当选为这次外交会议主席的德

国 Walter Hohlefelder 博士的说法，它是"核

能国际法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

该公约的适用范围(第 3 条〉规定，它

"适用于核设施的安全"。该公约将"核设

施"界定为"……任何陆基民用核动力厂，

包括设在同一场址并与该核动力厂的运行

直接有关的设施，如贮存、装卸和处理放射

性材料的设施。"

对待安全问题应贯彻预防为主和持之

以恒的方针，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与有关空

中和海上运输安全的协定相比拟。正如该

公约的序言所说的，该公约明确考虑了"确

保核能利用的安全、受到良好监督管理和

与环境相容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然而，与其它形式的能源一样，核能的

Jankowitsch 女士是 IAEA 法律处职员，Flakus

先生是 IAEA核安全处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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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利用说到底是各个国家的责任。该公

约在序言中强调了核安全的责任落在有关

国家身上的观点。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在核

安全领域的努力已经越来越使人们认识

到，核燃料循环的一切参与者之间是休戚

相关的。正如 IAEA 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

在外交会议上的开幕讲话中所说的，任何

一处的事故都有可能造成超越国界的直接

辐射后果，都会严重动摇全球公众对核动

力作为一种重要能源的信心。他说"通过

这一公约，各国将受到若干条重要的安全

规则的约束，同意参加定期举行的、目的在

于核实本公约义务履行情况的同行审议会

议，并向它提交报告。"

历程与背景

1991 年 9 月，由 lAEA 召集的国际"核

动力安全z未来战略"大会曾明确表示"应

该通过认真地在每一机组施行现有的安全

原则、标准和良好实践，以及在每个国家的

监管机构内最佳地利用本国的法律体制和

工作惯例，使安全在本国的各个层次中基

本上是强制性的。"但这次大会还认为"有

备 1986 年曾通过两个公约一一《及早通报核

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

一一两者适用于"一旦发生的任何核事故……"。

1980 年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适用于"核材料

的国际运输<<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

适用于核事故所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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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研究一种国际性的涉及核安全所有方 础，即有关核设施安全的安全基本原则

面(包括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目标)并能被所 的 NUSSAG文件草案。 0993 年， IAEA 以

有国家政府接受的一揽子方案。"它请求 "安全丛书" No. 110 的名义出版了此文件，

lAEA 的理事机构组织力量"在考察各种 题为《安全基本原则:核设施的安全性》

选择的优点和考虑有关的国际与政府间团 (Sa!ety Fw吻饰，叫s: Tñe Safety of Nuc/ear 

体的活动与作用之后，利用 IAEA早已建立 Insta阳仰));

的指导意见和机制，编写一份有关将要形 ·该公约将规定缔约方有义务报告其

成的国际方案的必要组成部分的建议书。" 履约情况、并将以"缔约方会议"的形式建

此后不久，IAEA 大会表示支持这一想 立审议机制 F 以及

法，并请总干事"就核安全公约可能包括的 _IAEA 将给缔约方会议提供支助服

组成部分编写一份提纲，供理事会 1992 年 务和技术专门知识。

2 月审议。编写时应考虑有关的国际与政府 1992 年 9 月，IAEA大会表示注意到了

间团体的活动和作用，吸收象 INSAG(国际 专家组在起草核安全公约方面已做的工

核安全咨询组)、NUSSAG(核安全标准咨询 作。考虑到"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普遍提高

组)和 INWAC(国际废物管理咨询组)之类 核安全水平的极端必要性"(GC(XXXVI) / 

常设小组的建议，以及利用成员国和国际 RES/582) ，它促请专家组继续进行工作。

主管组织提供的专门知识"(GC(XXXV)/ 1992 年 10 月，在专家组第二次会议上

RES/553) 。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 43 个国家、CE汇、NEA/

遵照这一决议，总干事组织了一个人 OECD 和 Iω 的 100 位专家) ，专家们商定

数不多的专家组，请他们就国际核安全公 的目标是尽早制定出"鼓励性的"公约。

约的可能组成部分的结构与内容提出建 1993 年 1 月，专家组(来自 53 个国家、CEC

议。该小组于 1991 年 12 月开会，再次确认 和 NEA/OECD 的 123 位专家〉审议了 IAEA

有必要制定核安全方面的国际文件，并敦 秘书处编写的带有说明和注解的几种草案

促尽快开始制订此文件的准备工作。关于 文本。在 1993 年 5 月召开的专家组第四次

公约的结构，要等到就其范围和内容达成 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有来自 50 个国家、CEC

一致以后才能作出决定。他们认为，该公约 和 NEA/OECD 的 114 位专家) ，专家组解决

的重点应是有关核安全的一般原则与程序 了长期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因此使起

而不是技术细节。 草过程和制定出单一文本的工作大大加

1992 年 2 月，理事会授权总干事成立 快。

一个可自由参加的由法律和技术专家组成 关于造用范围问题，专家们商定该公

的小组，其任务是为核安全公约的制订进 约仅限于民用核动力厂，并达成一项谅解，

行必要的大量准备工作(该小组很快被称 即同时要作出一项政治承诺一一开始谈判

作"核安全公约专家组勺。 有关废物管理安全的国际文件。专家们商

该专家组于 1992 年 5 月 25 - 29 日 定该公约还应涉及所谓的"现实状况"，即

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加拿大的 z. 如何对待与该公约义务不相符的那些设

Domaratzki 先生为主席 F有来自 45 个国家、 施。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αD、经济合作与发展 在 1993 年 6 月召开的 IAEA 理事会会

组织核能机构(NEA/OECD)和国际劳工组 议上，理事会请总干事要求Domaratzki 主

织(Ilρ〉的 90 位专家参加。 席在进行了他认为必要的磋商后编制一份

专家们商定了几点意见，主要是 z 全面的参考文本，供专家组下次会议0993

·拟议中公约的缔约方的主要义务， 年 10 月)讨论。总干事在大会第 37 届常会

将主要以载于下述文件草案中的、用于监 上发言时曾报告说，关于该公约的结构和

督与管理核设施的安全与运行的原则为基 内容已形成共识z 该公约的范围限于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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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公约》规定的国家义务选登铃

成为《核安全公约》缔约方的国家，将承担重要的义务。其中包括与以下各项有

关的义务:

提交报告"每一缔约方应……就它为履行本公约的每项义务已采取的措施提

出报告，以供审议。"(第 5 条)"缔约方应举行会议......以便... ...审议... ...提交的报

告。"(第 20. 1 条)

已有的核设施"每一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步骤，以确保本公约对该缔约方生效

时已有的核设施的安全状况能尽快得到审查。就本公约而言，必要时该缔约方应确

保作为紧急事项采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改进措施，以提高核设施的安全性。如果此种

提高无法实现，则应尽可能快地执行使这一核设施停止运行的计划。确定停止运行

的日期时得考虑整个能源状况和可能的替代方案，以及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

(第 6 条〉

立法和监管框架"每一缔约方应建立并维持一个管理核设施安全的立法和监

管框架。该立法和监管框架应包括:(i)可适用的本国安全要求和安全法规的制订 z

(ii)对核设施实行许可证制度和禁止无许可证的核设施运行的制度; (iii)对核设施

进行监管性检查和评价以查明是否遵守可适用的法规和许可证条款的制度川iv)对

可适用的法规和许可证条款的强制执行，包括中止、修改和吊销许可证。"(第 7 条〉

安全的评价和核实"每一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步骤以确保: (i)在核设施建造和

调试之前及在其整个寿期内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安全评价。此类评价应形成文件并

妥善归档，随后根据运行经验和新的重要安全资料不断更新，并在监管机构的主管

下进行审查川ii)利用分析、监视、试验和检查进行核实，以确保核设施的实际状况

和运行始终符合其设计、可适用的本国安全要求以及运行限值和条件。"(第 14 条〉

应急准备"每一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步骤，以确保核设施备有厂内和厂外应急

计划，并定期进行演习，并且此类计划应涵盖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将要进行的活动。

对于任何新的核设施，此类计划应在该核设施以监管机构同意的高于某个低功率

水平开始运行前编制好并作过演习。每一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步骤，以确保可能受到

辐射紧急情况影响的本国居民以及邻近该核设施的国家的主管部门得到制订应急

计划和作出应急响应所需的适当信息。"(第 16.1 和 16.2 条)

运行"每一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步骤以确保:(i)初始批准核设施的运行是基于

能证明所建造的核设施符合设计要求和安全要求的相应的安全分析和调试计划 z

(ii)对于由安全分析、试验和运行经验导出的运行限值和条件有明确的规定并在必

要时加以修订，以便确定运行的安全界限; (iii)核设施的运行、维护、检查和试验按

照经批准的程序进行川iv)制订对预计的运行事件和事故的响应程序川v)在核设施

的整个寿期内，在安全有关的一切领域备有必要的工程和技术支援川vi)有关许可

证的持有者及时向监管机构报告安全重要事件; (vii)制定收集和分析运行经验的

计划，以便根据获得的结果和得出的结论采取行动，并利用现有的机制与国际机

构、其他运营单位和监管机构分享重要的经验; (viii)就有关的过程而言，由核设施

运行所导致的放射性废物的生成应在活度和数量两方面都保持在实际可行的最低

水平 F 与运行直接有关并在核设施所在的同一厂址进行的乏燃料和废物的任何必

要的处理和贮存，要顾及形态调整和处置。"(第 19 条)

铸引文直接摘自《核安全公约'的中文文本.一一中文版编者注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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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反应堆;它将强制缔约方遵守以 举行。这次会议除选举 Hohlefelder 博士为 外交会议上的各国政

NU3SAG的核安全基本原则文件为基础的 主席外，还选举瑞典的Lars Hëgberg 先生为 府代表。上图左起:

基本安全原则;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缔约方 全体委员会主席，巴西的 τbereza Maria 
IAEA主管核安全的总

有义务按商定的时间间隔向缔约方会议报 Machado Quintella 女士为全体委员会副主
干事助理胁nis Ro能n

博士;IAEA 总干事汉

告履行该公约所规定义务的情况;缔约方 席，印度的 A Gopalakrishnan 为起草委员会 斯·布利克斯;当选

提供报告一事将与国际同行审议制度相关 主席。已通过的该公约文本以六种语文书 的会议主席 Walter

联;以及 IAEA 将以该公约秘书处的身份发 就，它们是: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 Hohlefelder 博士;全

挥作用，并或许会被要求在评审过程中帮 文和西班牙文。 (INFCIRCj449) 体委员会主席 lars

助缔约方。
H饱berg 博士。(来源:

F. -N. Flakus , IAEA) 
1993 年 10 月和 12 月，在专家组的第

五次和第六次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有来自
结构和内容

50 个国家、CEC 和 NEAjOE汇D 的 120 位专 核安全公约的结构如下:

家) ，专家们审议了Domaratzki 主席编写的 序言;第 1 章一一目的、定义和适用范

文本草案。 专家组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 围;第 2 章一一义务: (a) 一般规定， ( b) 立

会议于 1994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4 日举行， 法和监督管理， (c )一般安全考虑， (d)设施

核准了该公约的文本草案，从而完成了它 的安全;第 3 章一一一缔约方会议 E 以及第 4

的使命。 章一一最后条款和其他规定。 该公约元附

1994 年 2 月，IAEA 理事会批准召开外 件。

交会议，外交会议于 6 月 14- 17 日在lAEA 该公约适用于被界定为"陆基民用核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 1994 年第 3 期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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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厂"的"核设施"。该公约规定的义务，

基本上以在核设施的监督管理、安全管理

和运行的基本概念方面已取得国际共识的

那些原则为基础。特别是它们包括缔约方

有义务建立并维持一个管理核设施的立法

和监管体制，有义务采取基于一般安全考

虑的若干措施，例如，财政与人力资源的可

获得性、安全的评价与核实、质量保证以及

应急准备等方面的措施。其它的义务涉及

与核设施安全有关的技术方面，包括选址、

设计、建造和运行等。

该公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缔约方有义

务提交关于该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供每

隔一定时间(大约每三年一次)举行的缔约

方会议审议。此外，该公约规定机构是该公

约的秘书处，总干事为保存人。

执行与同行审议过程

总的说来，该公约规定国家缔约方有

义务在国内采取措施，并报告为履行每项

义务已采取的措施。

公约生效后，将以建立同行审议过程

的方式正式加以贯彻执行。同行审议的形

式和范围需由缔约方决定，还需要拟订详

细的、明确规定如何执行同行审议制度的

条款。缔约方筹备会议应在该公约生效后

的六个月内举行，以便拟订所要求的国家

报告的结构和同行审议的机制。同行审议

过程将需要显示出人们所期望的若干特

点 z它必须是高效的，费用合理，编制国家

报告也不会带来过重的负担F 它还必须是

有效的和透明的，能证实公约得到了遵守

并让人们了解缔约方是如何履行其义务

的。这一过程将必须以鼓励为主的方式发

挥作用，从而成为一种相互学习和自我教

青的机制。正式的评审与其说是详细审查

各国的核安全计划，不如说是这一过程的

最高潮。

每一缔约方将必须提交简明的国家报

告，以便让人们了解它是如何履行该公约

所规定的义务的，同时有机会讨论其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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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提交的报告和要求解释这些报告。

国家报告中将论述的专题和问题多少

有点属于一般性的(与一般安全考虑标题

下的义务有关，诸如安全优先、财政与人

力资源、人因工程).但也将涉及比较具体

的命题(政府的组织体制和法律法规，设

计，建造和选址，包括运行经验在内的运

行〉。

正如该公约所规定的，由缔约方汇编

和协商一致通过的结论性报告，将作为缔

约方会议的最终声明公开发表。

该公约从一开始就被设想成一种可供

各国推动核安全工作不断前进的催化剂和

鼓励因素。它的实施将加速一一和不断增

强一一国际上对核安全的集体参与和承

诺，从而稳步地推动全世界的核安全。

已确认一一并已包括在该公约序言中

一一还需要尽快开始制定有关放射性废物

管理安全的国际公约。有了以核安全公约

方面的工作所树立的良好榜样，只要在制

定核废物管理安全基本原则方面取得进

展，就能及早制定出这样一个公约。

展望

该公约将从 1994 年 9 月 20 日起在维

也纳 lAEA 总部开放供签署，与大会第 38

届常会一道进行。它将在 IAEA 总干事收到

"第二十二份批准书，其中包括十七个至少

有一座其中一个堆芯已达到临界的核设施

的国家的此类文书"后生效。(第 31 条〉

期望批准过程同样能得益于各国的良

好政治意愿，正是这种意愿使各国能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谈判和通过这一公约，并使

它在不久的将来就能生效。

正如布利克斯博士在外交会议的闭幕

发言中所说的"促进核设施的安全，是各

国和国际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公约将使

许多人所共知的原则具有法律约束力。它

还将建立一个开创性的机制，帮助我们确

保将这一法律的文字转变成核设施安全的

现实。"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