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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供应协定 
 

向罗马尼亚的一座研究堆转让低浓铀协定 

 

1. 现将《罗马尼亚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向罗马尼亚的一

座研究堆转让低浓铀的第五次供应协定》全文复载于本文件，以通告原子能机构全体

成员国。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于 2003 年 11 月 20 日核准了上述协定文本。罗马尼亚授权

代表、美国授权代表和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于 2003 年 11 月 24 签署了该协定。 

2. 根据该协定第五条，该协定于 2003 年 11 月 24 日在罗马尼亚代表、美国代表和原

子能机构总干事签署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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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供应协定 

向罗马尼亚的一座研究堆转让低浓铀协定 
 

鉴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以下称“原子能机构”）和罗马尼亚政府（以下称“罗马

尼亚”）于 1973 年 3 月 30 日签署了一项关于由原子能机构援助罗马尼亚设立一项由

罗马尼亚皮特什蒂的核技术研究所（现称“核研究所”）双堆芯 TRIGA 培训和研究反

应堆（以下称“反应堆”）组成的项目并保证供应因此所需的特种可裂变材料的协定

（以下称“项目协定”）； 

鉴于按照原子能机构、罗马尼亚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以下称“美国”）于 1973
年 3 月 30 日签署的经修订的“供应协定”，将向罗马尼亚交付所供应的与该项目有关

的浓缩铀； 

鉴于原子能机构与罗马尼亚于 1975 年 7 月 15 日缔结了与补充供应铀-235 丰度约

为 93%（以下称“93%的浓缩燃料材料”）的约 16 710 克铀以及铀-235 丰度约为 93%
的约 20 克铀（在《第二次供应协定》中称为“示踪材料”）有关的《第二次供应协

定》； 

鉴于原子能机构、罗马尼亚和美国于 1990 年 6 月 15 日完成了构成与补充供应该

反应堆所使用的浓缩铀有关的《第三次供应协定》的换文； 

鉴于原子能机构和罗马尼亚于 1990 年 6 月 15 日完成了构成修订项目协定的协定

（以下称“修订协定”）的换文； 

鉴于双堆芯反应堆的稳态芯部正在从使用高浓铀燃料转换为使用低浓铀燃料； 

鉴于原子能机构、罗马尼亚和美国于 1991 年 6 月 14 日缔结了与供应铀-235 丰度

低于 20%的约 102 000 克铀以取代根据《第二次供应协定》供应的 93%的浓缩燃料材

料有关的《第四次供应协定》； 

鉴于罗马尼亚根据经修订协定修订的项目协定（以下称“经修订的项目协

定”），已请求原子能机构在保证从美国获得供该反应堆使用的低浓铀供应方面提供

协助； 

鉴于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下称“理事会”）最初于 1998 年 11 月以及随后于

2000 年 12 月和 2002 年 11 月核准了题为“TRIGA 14 兆瓦堆芯从高浓铀到低浓铀燃料

的全面转换”的 ROM/4/024 号技术合作项目与罗马尼亚提出的本请求有关； 

鉴于原子能机构用于提供罗马尼亚所请求之协助的财政捐款将由罗马尼亚和美国

提供给 ROM/4/024 号技术合作项目的自愿捐款予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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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根据原子能机构和美国于 1959 年 5 月 11 日缔结的经修订的合作协定（以下

称“合作协定”），美国按照原子能机构《规约》承担了向原子能机构提供一定数量

的特种可裂变材料，并且根据各种适用规定和许可证要求也承担了允许一些在美国管

辖下的人员应原子能机构的要求作出安排向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转让和出口与原子能机

构援助项目有关的材料、设备或设施； 

鉴于按照合作协定的条款，原子能机构和美国于 1974 年 6 月 14 日签署了《管理

销售供研究目的使用的源、副产品和特种核材料的总括协定》（以下称“总括协

定”）； 

鉴于理事会于 2003 年 11 月 20 日核准了罗马尼亚请求为该项目提供的协助； 

鉴于原子能机构和罗马尼亚与法兰西共和国（以下称“法国”）的一家制造商

（以下称“制造商”）已作出安排，将低浓铀制成供该反应堆使用的燃料元件； 

为此，原子能机构、罗马尼亚和美国兹协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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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条 

浓缩铀的供应 

1. 原子能机构按照合作协定第 IV 条的规定，应要求美国允许向罗马尼亚转让和出口

铀-235 丰度低于 20%的约 110 000 克铀（以下称“供应的材料”），由制造商制成供

该反应堆使用的燃料元件。 

2. 美国应向法国制造商运输供应的材料。 

3. 美国按照合作协定包括附件 A 节和总括协定的规定并在为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之

目的颁发所需任何许可证或凭证的情况下，应向原子能机构转让供应的材料，而原子

能机构则应向罗马尼亚转让此种供应的材料。 

4. 应在将由原子能机构、罗马尼亚和美国缔结的为实施本协定的总括协定的一项补

充合同（以下称“补充合同”）中具体规定转让供应的材料的特别条款和条件包括管

理费、交货时间表和装运说明（包括向制造商交货和装运的情况）。 

5. 供应的材料及通过其使用所产生的任何特种可裂变材料，包括以后所产生的各代

可裂变材料，应只供皮特什蒂核研究所使用并保留在该研究所，除非缔约各方另有商

定。 

6. 供应的材料及通过其使用所产生的任何特种可裂变材料，包括以后所产生的各代

特种可裂变材料，应只在缔约各方可接受的条件下和各方同意的设施中贮存或后处

理，或者另行改变形态或含量。不得对这类材料进行进一步的浓缩，除非缔约各方为

此目的修订本协定。 

7. 罗马尼亚和美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确保供应的材料的安全运输、装卸和使

用。罗马尼亚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含有供应的材料的燃料元件在其管辖或控

制的任何时间内包括这些元件在投入反应堆使用之前贮存期间的安全和保安。 

第 II 条 

付  款 

1. 供应的材料所需的或与将供应的材料制成燃料元件并交付给罗马尼亚有关的所有

费用应由原子能机构和罗马尼亚按照原子能机构、罗马尼亚和制造商之间将要作出的

安排向制造商支付。 

2. 除本条第 1 款中的规定外，不论是原子能机构还是美国在扩大其对该项目的协助

时，均不承担与向罗马尼亚转让供应的材料有关的任何财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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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条 

义务、责任和保证 

除本协定的具体规定外，不论原子能机构还是美国均不承担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

义务或责任。在不对上述文句的一般性施加限制的情况下，不论是原子能机构还是美

国均不保证供应的材料适用于或适合于任何特殊用途或应用，或在任何时候均不对罗

马尼亚或任何人承担任何因运输、装卸和使用供应的材料所产生的任何索赔责任。 

第 IV 条 

经修订的项目协定的修订 

1. 按照经修订的项目协定第 3 节中关于供应的材料的定义，兹将经修订的项目协定

的第 3 节修订为包括根据本协定转让的供应的材料。 

2. 原子能机构和罗马尼亚兹同意删除经修订的项目协定附件 B，并由本协定随附的

附件 B 取而代之。 

第 V 条 

生  效 

本协定应在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或其代表以及罗马尼亚和美国的授权代表签署后生

效。 

本协定在维也纳签署，英文文本一式三份。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总干事 

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 

 

罗马尼亚政府代表： 

罗马尼亚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利维乌·奥雷利安·博塔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代表： 

美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肯尼思·布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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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B 

安全标准和措施 
 

1. 适用于本项目的安全标准和措施应是国际原子能机构 INFCIRC/18/Rev.l 号文件

（以下称“安全文件”）中或其任何进一步修订本中所规定的那些标准和措施，具体

规定如下： 

2. 罗马尼亚应除其他外，特别适用由原子能机构、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劳工组

织、经合组织/核能机构和泛美卫生组织共同倡议编写的《国际电离辐射防护和辐射源

安全的基本安全标准》（原子能机构安全丛书第 115 号，1996 年版）以及原子能机构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条例》（TS-R-1/2000）的有关规定，这些标准和条例可能随时

修订，而且罗马尼亚也应尽可能将其适用于供应的材料在罗马尼亚管辖范围之外进行

的任何运输。罗马尼亚应除其他外，特别确保《核研究堆安全法规：设计》（原子能机

构安全丛书第 35-S1 号，1992 年版）、《核研究堆安全法规：运行》（原子能机构安全

丛书第 35-S2 号，1992 年版）和原子能机构其他有关安全标准中所建议的安全条件。 

3. 罗马尼亚应至迟在建议将供应的材料的任何部分转为罗马尼亚管辖之前三十

（30）天，安排向原子能机构提交一份详细的安全分析报告，该报告应载有安全文件

第 4.7 段中规定的资料，并按照原子能机构《研究堆安全评定和安全分析报告编写导

则》（安全丛书第 35-G1 号，1994 年版）和《研究堆利用和改造安全导则》（安全丛书

第 35-G2 号，1994 年版）相关章节中建议的那样，在没有向原子能机构提供有关资料

的情况下应特别提及下述各类作业： 

(a) 供应的材料的接收和装卸； 

(b) 供应的材料装入反应堆； 

(c) 装有供应的材料的反应堆的启动和运行前试验； 

(d) 涉及反应堆的实验计划和程序； 

(e) 供应的材料从反应堆卸出； 

(f) 供应的材料从反应堆卸出后的装卸和贮存。 

4. 一旦原子能机构确定为该项目提供的安全措施是充分的，它应同意开始所建议的

作业。如果罗马尼亚希望对已提供有关资料的程序作重大修改，或希望利用反应堆或

供应的材料从事尚未提供任何有关资料的任何作业，罗马尼亚应向原子能机构提交安

全文件第 4.7 段中规定的所有有关资料，原子能机构在此基础上可要求按照安全文件第

4.8 段实施补充安全措施。一旦罗马尼亚承诺实施原子能机构所要求的补充安全措施，

原子能机构应同意罗马尼亚所设想的修改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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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马尼亚应酌情安排向原子能机构提交安全文件第 4.9 段和第 4.10 段中规定的报

告。 

6. 原子能机构经罗马尼亚同意可根据安全文件第 5.1 段和第 5.3 段派遣安全工作组，

以便就对该项目实施充分的安全措施向罗马尼亚提供建议和协助。此外，在出现安全

文件第 5.2 段规定的情况下，原子能机构可安排特别安全工作组。 

7. 经原子能机构和罗马尼亚双方同意，可根据安全文件第 6.2 段和第 6.3 段对本附件

所载安全标准和措施进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