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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拥有适当的国家法律框架对于
确保核技术的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的重要性

201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奥地利巴登举办的核法律研究所年会。

（图/国际原子能机构 D.Calma）

概述
•

各个领域都有望取得显著的效益。然而，核能和电

制定和维护一个适当的国家法律框架，以确保核
技术的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非常重要。

•

已在原子能机构的主持下，在安全、安保、保障和
核损害民事责任方面通过了广泛的国际法律文书。

•

离辐射也可能对人体健康和安全以及对环境构成风
险，此类风险需要认真管理和监管。
本文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定和维护一个适用于监
管和控制有关核技术活动的国家法律框架。

原子能机构支持成员国遵守和实施这些国际法律
文书并制定相应的全面国家法律。

制定和维护一个适当的国家法律框架对于
从事任何涉及使用核能和电离辐射的活动的所
有国家至关重要，此类活动包括将X射线机用

引言

于医疗用途、核能发电和乏燃料管理。
核技术在从医学和农业到电力生产和工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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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核法律？

核法律还涉及民事责任，即建立核事故造成的

境的方式开展与核能和电离辐射相关的活动提供一

核损害赔偿机制。

个法律框架。

核法律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组成部分：

在制定适当的国家法律框架时，核法律涵盖以
下三个需要处理的主要方面：

•

保障，是指确保各国遵守承诺仅为和平目的使用
核材料的措施。

核法律的目标是为以充分保护个人、财产和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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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法——制定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技术

安全，是指保护人和环境免受辐射风险以及造成

规则的立法文件（如法律、法案、法规和法

这些风险的设施和活动的安全；

令）；

安保，是指对涉及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或与

•

国际法——已在原子能机构的主持下，在安全、

此类材料相关的设施的恶意行为的防范、侦测和

安保、保障和核损害民事责任方面通过的广泛的

应对；

国际法律文书。

国际法律文书
在原子能机构主持下通过的法律文书确立了国际公认的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技术的原则和要
求。这些文书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如条约、公约和协定）和无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如行为准
则、安全标准和安保导则文件）。
一国的国家法律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其遵守的一套公约或其已缔结的协定。通过加入这些文
书，各国承担一些义务，并且其国家立法必须与之相一致。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相关文书包括：

安全

安保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约》

约》

•《核事故或辐射紧急
情况援助公约》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约》修订案

•《核安全公约》

保障
• 《全面保障协定》
•《全面保障协定》附
加议定书

责任
•《关于核损害民事责
任的维也纳公约》
• 修正《关于核损害
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
约》的议定书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

• 关于适用《维也纳公

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

约》和《巴黎公约》

联合公约》

的联合议定书
•《核损害补充赔偿公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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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加强国家法律框架
从核技术发展早期到其当今的利用，人们一直
认为这项技术需要特别的法律安排。国家法律框架
为监管和控制涉及核技术的活动提供适当的基础。
一些成员国的经验表明，最好通过详细拟订一项涵
盖核监管和控制所有相关方面的全面国家核法律来
实现上述要求。

2017年7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日本-国际原子能机构

与其他国家法律一样，核法律同样需要定期
评定、审查以及必要时进行修订，以查明和填补漏
洞，或使该立法与一国已经加入或打算加入的条约
或公约保持一致。还要对法律进行更新以考虑以下
情况：利用核应用的新计划、从国内或国际经验中
汲取的教训、同行评审或国际最佳实践。

联合核能管理短训班讨论核法律问题。
（图/核能管理短训班/日本）
广泛的国际法律文书。由于文书的复杂性和数量，
制定和通过国家核法律可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
务。在此背景下，成员国对于从原子能机构获得立
法援助的需求日益增加。

在评定、起草或修订核立法及任何相关法律

原子能机构的支持侧重于：

时，立法起草人应考虑国家法律框架是否：
•
•

涵盖正在或计划在该国开展的涉及使用核能和电

国际法律文书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和维护一个适当

离辐射的所有活动；
•

规定建立具有明确权力和职能的核监管和控制的

的国家法律框架的重要性的认识；
•

独立监管机构；
•

提高高级官员和决策者对原子能机构主持通过的

帮助各国评定、审查和制定核法律、更好地了解
国际法律文书以及履行其国际义务；

包含对安全、安保、保障以及酌情对核损害责任

•

的适当规定；

对成员国官员进行核法律培训，以支持各国在评
定、修订和维护最新国家法律框架方面的能力建

•

符合该国的国际法律义务；

•

清晰一致，不存在可能会影响履行监管职能的漏

设；
•

编写和传播与核法律相关的参考资料。

洞或重叠。

成员国可受益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援助的
国际原子能机构立法援助计划
已在原子能机构的主持下，在核领域通过了

S

领域
•

评定和酌情更新其涉及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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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参加2014年12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为拉丁美洲地区成员国举办的核法律地区讲习班。
（图/多米尼加共和国能源与矿产部）
•

技术活动的国家法律框架。
•

利用原子能机构的立法援助计划，以便更好地了
解适当的国家核法律框架和相关国际法律框架的

加强对原子能机构主持通过的关于核技术的安全、

要素。

可靠和和平利用的各种国际法律文书的了解。

欲获取更多信息与支持，请联系：
国际原子能机构法律事务办公室
法律顾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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