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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的核合作:

巴西一阿根廷共同的安全保障体系

巴西和阿根廷采用的核实核能只用于和平目的的

联合方案概述

阿根廷和巴西同属南美地区，面积 制或生产核武器。

1100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 亿，每年的相互 关于这个问题，两国巳多次承诺只将

贸易额约 70 亿美元。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核能用于和平目的。这些承诺见诸于两国

(GDP)合计超过 5400 亿美元，约占拉美和 总统在福斯一杜伊瓜苏0985 年)、巴西利

加勒比地区各国 GDP 总和的 50% ，而两国 亚 0986 年)、别德马 (1987 年)、伊佩罗

人口只占该地理区域总人口的 35%。这两 ( 1988 年)和埃塞萨0988 年)发表的一系

个国家是包括乌拉圭和巴拉圭在内的经济 列《关于核政策的联合声明>)，以及 1990 年

与市场一体化项目("协rcosur勺的成员 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联合声明》和《福斯一

国。 杜伊瓜苏声明》。

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核合作始于 60 这些声明中阐述的政策，最终发展成

年代。 1980 年以后，这种合作关系得到很大 两国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签署的《核能只

发展。当时，由于水资源利用争端的解决创 用于和平目的双边协定》。该协定经巴西和

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因而有可能在两国 阿根廷国会批准后自 1991 年 12 月 12 日

之间签订核能和平利用协定。这项协定的 起一直在实施。此协定的批准导致颁布了

实施涉及许多领域的共同努力，其中包括 对巴西和阿根廷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

利用同步加速器生产放射性同位素、制定 条款。该双边协定决定建立实施全面安全

同位素标准、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以及燃料 保障的体系，并建立共同的核材料衡算和

元件的再循环等。 控制体系(旦m和巴西一阿根廷核材料衡

在过去的 14 年中，随着这种合作关系 算和控制机构(ABACC) ，后者的职能是管

的自然延伸，阿根廷和巴西已在核领域建 理和具体执行亚玩。

立了多种多样的双边合作机制。它们的目 巴西和阿根廷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就

的之一是促进发展，其次是增进相互之间 分别与 IAEA 签订了安全保障协定，而且一

的信任和向国际社会保证两国都不打算研 直在实施。它们起源于巴西与美国及德国

签订的合作协定，以及阿根延与美国、德

本文作者是巴西一阿根廷核材料衡算和控制
国、加拿大及瑞士签订的合作协定。这些

机构CAv. Rio Branco 123/sth fl∞，r ， Rio de Janeiro , INFCIRC/66 型安全保障协定处理的是与

Brazil)的职员。本文的详细参考资料可向作者索 双边合作有关的具体事宜，并不涵盖两国

取。 各自独立开展的计划所涉及的核材料。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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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核材料都已置于双边协定明确规

定的全面安全保障之下，受区矶的管束，

并由 ABAC汇进行核实和监测。

此外，以这一双边协定为基础，阿根

廷、巴西、 ABACC 和 IAEA 之间于 1991 年

12 月 13 日签署了四方安全保障协定。 (此

协定于 1994 年 3 月 4 日生效。)

双边协定

双边协定中的基本承诺是:

·在它们管辖和控制下的核材料和核

设施只用于和平目的;

· 在它们各自的领土上禁止与阻止，

和放弃直接或间接地进行、促进或批准，或

放弃以任何方式参加下列活动:0) 以任何

手段试验、使用、制造、生产或获得任何核

武器E 和 (2)接收、贮存、安装、部署或以其

他形式拥有任何核武器;

·尽管存在着上述的技术性限制，但

考虑到目前在技术上无法区分核爆炸装

置是用于和平目的的还是用于核武器的，

因而协定双方还承诺在它们各自的领土上

禁止与阻止，和放弃直接或间接地进行、

促进或批准，或放弃以任何方式参加试

验、使用、制造、生产或获得任何核爆炸装

置;

·作为核查方面的基本承诺，协定双

方承诺将在它们的领土内或在它们管辖或

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的所有核活动中的

一切核材料提交区肌实施安全保障。

该协定还规定，协定一方的任何严重

违约行为，将使另一方有权终止该协定，或

暂停执行该协定的全部或部分;并规定由

终止方将此事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和美洲国

家组织秘书长。

sαC 的设计和作用

该协定规定要根据附件 I 中陈述的细

则建立 S矶，其任务是核实协定双方的所

有核活动中使用的核材料未被转用于协定

条款禁止的用途。

特写

南回归线

二走fZlF

@ 原子能研究中心

.. 核电机组

l:J 核电机组(建造中)

阳 转化/燃料生产厂

.. 浓缩厂

sα芜的设计。旦江被设计成由一个

集中的执行机构 (ABAIα 的常设机构)执

行的一种全面安全保障体系，它在进行其

活动时接受协定双方的财政和技术支助。

该体系要求运营者、国家主管部门和

ABACC 共同努力。

国家主管部门在执行区配方面起着

重要的和特殊的作用。除了在国家一级进

行通常的活动外，它还是一个可供 ABi\Iα

利用的天然渠道。 AB.AIα可以通过这种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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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和巴西的安

全保障活动的地理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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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要求提供为了在另一国进行核实活动所

需的服务。按这种方式设计的匹配，要求

十分健全的国家主管部门不仅能够在国家

一级履行其义务，而且能给 ABAIα 提供开

展其活动所需的一切支助。国家主管部门

这种不寻常的双重作用，在安全保障领域

里是崭新的，而且需要继续进行讨论和调

整。这两个国家可提供的技术支助包括与

安全保障有关的视察员、顾问、工作组、专

项研究、培训|、设备的维修与校准、标准的

制订，以及实验室服务等服务或研究。

sα卫C 使用的基本文件。除了双边协定

外，还有一些规范缸江行动的基本文件，

它们是针对每类装置编写的《通用程序》和

《实施手册))，后者类似于"设施附件"。

《通用程序》陈述豆双丁的基本准则和

要求。第 1 章载有安全保障的起点、豁免与

终止的准则与条件。它还包括在考虑到一

些常用参数(核材料类别、转化时间、存量

或年通过量)之后确定相应的核材料衡算

和控制级别用的一般规则一一具体级别将

在每一设施或其他场所的《实施手册》中详

细规定。第 2 章规定国家一级对于核设施

或其他场所办理许可证的要求，和对于与

豆肌相关的信息(记录、实物存量和测量

系统的可追溯性)的要求。第 3 章描述国家

一级具体执行区玩的程序。

有关由 ABAIα具体执行豆沉的条款

载于第 4 章。这一章包括应提交 ABACC 的

那些信息(设计资料调查表，简称 DIQ; 存

量变化报告，简称 ICR;材料平衡报告，简称

MBR;实物存量报表，简称 PIL; 以及国家缔

约方之间或它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转让通

知书)的详细要求。第 4 章还一般地描述由

ABACC 进行的视察活动的目的及此类视

察的范围，还讨论了视察的接触权和视察

的通知。该章还包括评价发货方 收货方

差额和不明材料量(MUF')的一般条款。

其余各章载有与下列内容有关的条

款z第 5 章，ABAIα 的视察员;第 6 章，例行

的通信联络F第 7 章，文件的修订;第 8 章，

临时性安排z和第 9 章，定义。此外还有两

个附件 z 附件 I 载有衡算报告的格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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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附件 E 载有日常通信联络的基

本渠道。

ABAα 的作用

为了在两国具体执行区脱，该协定建

立了总部设在里约热内卢的 ABAC汇。该协

定赋予 ABA!α 国际组织的地位，并赋予其

官员国际公务员的身份。 ABAC汇及其官员

的特权与豁免，载于该协定的附加议定书、

与巴西政府签署的总部协定及与阿根廷政

府签署的特别协定中。

ABAC汇的组织机构如下:委员会，即

有权发布必要条例的权力机构，由 4 名成

员组成，两国政府各指定 2 名 z 和秘书处，

即它的执行机构。

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z

·监视旦立的运作情况z

·指导秘书处履行其职责 E

·任命秘书处的专业类职员 F

·编制从缔约国推荐人员中选出的合

格视察员名单;

·把在执行旦配中可能发生的任何

异常通知当事缔约国;

·将任何违约行为通知缔约国。

秘书处必须把通过视察或对报告与记

录的评价探知的任何差异或潜在的异常报

告委员会，委员会必须要求当事缔约国纠

正这种状况。根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它的

决定使用一致同意方式通过。

秘书处的职责如下 2

·执行委员会发出的命令和指示 F

·完成管理和具体执行区肮所需的

活动 E

·充当 ABAIα 的代表z

·指派将进行视察的视察员和给他们

布置任务;

·接收和评价视察报告F

·把评价视察结果时发现的任一缔约

国的记录中的任何差异通知委员会。

秘书处包括 1 名秘书和 1 名副秘书

(他们的国籍每年交换一次)，还有若干名

职员(目前有 6 名高级技术官员，每个国家



各 3 名〉、 2 名行政官员、4 名辅助人员和大

约 60 名由缔约国提供的视察员〈每个国家

约 30 名〉 。 视察员在履行其视察任务期间

受秘书处领导;他们必须按相应的密级保

守秘密，禁止接受来自任何其他组织或个

人的、与他们的视察活动有关的指示。 该协

定规定，巴西的核设施由阿根延视察员视

察，反之亦然。

视察员都是两国中为本国主管部门或

其他官方机构工作的专家，ABAIα 秘书处

只在必要时才聘用他们。 视察部门的职员

不仅由具有广泛的国家级视察经验的个

人，而且由安全保障相关领域(无损检验和

破坏性检验，核设施的设计和运行等领域)

的专家组成。

秘书处内设技术科和行政一财务科。

前者负责下述几方面的工作:核材料的衡

算;规划和评价;视察业务;和技术支助。

目前 ABAIα 每年的预算约为 200 万

美元，不包括视察员和顾问们的薪金(直接

由两国支付〉或设备采购费〈作为专项另行

处理) 。

实施状况

1992 年的头几个月，主要精力放在创

造基本工作条件(房舍、任命职员和财政支

持等〉和编写运作 ABAIα 所需的条例。

1992 年 3 月，巴西和 ABAIα 签署了最终的

总部协定。 1992 年 7 月， ABAIα 的秘书处

在里约热内卢的总部开始工作。

1992 年 9 月，收到两国的初始存量申

报单，自那以后，这些存量数据便一直在系

统有序地更新。

由于两国都有置于 IAEA 安全保障之

下的核材料〈卧在'CIRC/66 型协定) ，秘书处

决定过问全部核材料的衡算，但优先核实

和控制不受 IAEA 安全保障设施的设计和

其中的核材料。 1993 年 12 月，完成了符合

这一优先原则的活动，当时已核实完此类

设施的设计资料及其核材料的初始总存

量，对各设施的实施手册也进行了充分的

讨论。因此现在可以说，巴西和阿根廷的所

特写

有核材料不是受 ABAIα 就是受 IAEA 的充

分安全保障。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进行了下列技术

活动:

衡算。建立了一个记录初始存量和随

后的所有变化的数据库。

视察。已成功地开始执行视察制度。 截

至 1993 年 12 月，已在两国进行过 56 次视

察。 目前 ABAIα 的视察工作量大约为每月

30 人·日。

视察员的培训。 1992 年，举行过两次视

察员培训工作研讨会，一次在巴西，另一次

在阿根廷。在 ABAIα 的支助下，阿根廷国

家主管部门还在 1993 年 6 月组织过一次

为期一个月的视察员培训班。来自这两个

国家的视察员参加了这次培训。

设备。制订了一项价值约 150 万美元

的设备采购计划.价值 15 万美元的第一阶

段采购任务已完成，价值 50 万美元的第二

阶段采购任务正在进行中。第三阶段的采

购经费已列入 1994 年预算。此外，为确保

设备的校准和维护，以及 ABAIα 封记的制

备和登记，已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

样晶的化学分析和同位素分析。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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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ABAC汇视察员正

在给核材料加封记。

(来源 :ABA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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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安格拉核电

站o (来源 FURNAS

Centrais 日是ctr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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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初步选定了几个实验室，并将正式接

收视察期间采集的样品;还已开始实施一

项建立巴西和阿根廷实验室网的计划，

以便供样品分析及相应的比对演练使用

(ABAIα 的政策是，在阿根廷设施中采集

的样品应在巴西进行分析，反之亦然)。

根据区矶和 ABA!α所获得的实践经

验，有几点看法似乎值得一提~

· 因为视察队伍不仅由安全保障专家

而且还由设施设计和运行方面的专业人员

组成，因此秘书处通常是让安全保障专家

和对将要视察的那类设施比较熟悉的专业

人员组成视察小组。这有利于更有效地连

续核实该设施是否正在按照运营者的初始

申报单运行。

· 运行专业人员去到另一国视察，可

以更好地体会到在特定类型的设施中实施

安全保障时会遇到的困难和不便，当他们

返回其正常的工作岗位后，就会设法改进

他们国家里同类设施中与安全保障有关的

事项(记录和报告制度，测量系统等) ，从而

产生有助于改进安全保障执行这一过程的

反馈。

· 区工E 是两国之间在核领域中的整

个技术合作网的一部分;因此，参与各种应

用〈包括最敏感的应用和每个国家中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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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活动〉的人力资源也是另一缔约方

所知道的，这有利于提高安全保障过程的

有效性。

· 置于安全保障之下的大多数场所是

研究开发性的设施、实验室或其他场所，它

们常常依据所从事活动的性质改变所用的

工艺过程，使用各种各样的核材料，而且作

业方面一般缺乏时间连续性。 加之其中的

许多场所设计时未考虑安全保障要求，结

果是开始时视察这些场所所花费的精力与

通常很少的核材料存量不相称。

· 由于视察员不是全部时间为 ABAIα

秘书处工作的，所以视察报告应该十分详

尽和全面，以便以后能够重现先前解决争

端或分歧时所采用的办法，并确保对每个

场所的状况的了解具有连续性，这一点至

关重要。因此，大部分视察人· 日都花在视

察前后在 ABAIα 总部进行的活动上了 。

四方协定

巴西、阿根廷、朋AC汇和认EA 于 1991

年 12 月 13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签署的四方

安全保障协定，是对两国的双边协定的补

充。 根据这一协定， IAEA 也负有在巴西和



阿根廷实施全面安全保障的责任。(该协定

于 1994 年 3 月 4 日生效，并已开始进行有

关的 IAEA 核实活动。 )

该协定中的基本承诺是，国家缔约方

同意按照该协定的条款对其领土内、或在

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的所有核

活动中的一切核材料实施安全保障，唯一

目的是核实此类材料未被转用于核武器或

其他核爆炸装置。

此外，协定规定， IAEA 有权和有义务

确保在国家缔约方的领土内、在其管辖或

控制下的任何地方进行的所有核活动中的

一切核材料确实受到安全保障，唯一目的

是核实此类材料未被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

核爆炸装置。

ABA!α 承诺，在对国家缔约方领土内

的所有核活动中的核材料实施其安全保障

时，将按照该协定条款与 IAEA 合作，目的

在于查明此类核材料未被转用于核武器或

其他核爆炸装置。

该协定还规定，IAEA 在查明没有核材

料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时，应、

以能核实区配的结论的方式施行其安全

保障。 IAEA 的核实工作应包括(除其他外)

特写

依照协定所规定的程序由 IAEA 进行独立

的测量和观察。 IAEA 在进行其核实工作

时，应充分考虑区玩的技术有效性4此外，

协定还规定国家缔约方、ABAα 和IAEA

应进行合作，以利于该协定所规定的安全

保障的实施，并规定 ABAα 和 IAEA 应避

免安全保障活动发生不必要的重复。

在实施区凯和建立 ABAIα 之后又签

署四方协定，这意味着已有可能考虑

ABA!α和 IAEA 之间今后在实施该协定所

预见的安全保障方面的关系和互为补充的

必要性。

乐观的迹象

巴西和阿根廷在建立scx:汇以及管理

该体系的 ABA!α方面的努力，以及仅仅在

不长的时期内就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这说

明成功地建立实施安全保障的地区性体系

是可能的。

此外，四方协定的签订和在准备实施

该协定方面与队EA 共同取得的进展表明，

地区性机构在使国际安全保障体系有效地

运转方面能起重要作用。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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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恩巴尔斯核

电机组。(来源:创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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