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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导言
1.

本报本本本本2008年4月14日日25日在维在维在维在在在在在（ 在在在在在） 总部举行行《 核核核核约》 第第
次审审次审行次次。 本报本本本本行本报本报报本在本本本本本报行《 核核核核约》 行的进的， 在在在报本本在行报审报
程本发程行程发程进行程发本核发发报行报程。 为本了进“简次报本”行实的本， 审审次审根根缔约根行根审决决“简次报
本”重次阐本若若关关专题。 应当当本行本， 在在报本、 专题发程本在在组发报和和本《 核核核核约》 行的本的的。 本简
次报本重次报本要要报要缔约根要在要报行报题本要报。
2.
审审次审审发报会会决本审《 核核核核约》 审审报程行若若了进， 包包关要审审次审届间行间间本、 本提审审报
程行程程程本扩程程程程扩行扩决。

B.

背背

3.

截日2008年4月14日， 60个在在本个个个个个个本个个本报行个个组质个个本个要1996年10月24日日日行《
核核核核约》 。 根根“核约”第20的， 第第次审审次审要2008年4月14日日25日在日为“核约”秘书书行在在在在在总部
召发。 本次审审次审行本本本本本在在核审本在在本本审行本本本本·马马马本莫莫日。
4.

61个缔约根本本55个个个本本次次审， 它们本它根它、 亚美美亚、 澳程澳亚、 奥个澳、 白
俄罗本、 比澳时、 巴巴、 保个澳亚、 个加程、 智澳、 本在、 克罗个亚、 塞塞塞本、 捷克要本在、 丹丹、 爱沙美亚、 芬兰、
法在、 德在、 希希、 匈匈澳、 印程、 印程美巴亚、 爱尔兰、 本程澳、 日本、 程韩大在、 莫拉维亚、 黎巴黎、 立立立、 卢森
堡、 马耳个、 墨巴墨、 荷兰、 美日澳亚、 挪挪、 巴程本程、 秘鲁、 波兰、 葡葡匈、 罗马美亚、 俄罗本罗俄、 新个新、 本斯
伐克、 本斯斯美亚、 本本、 巴西匈、 瑞瑞、 瑞瑞、 前本本莫前马个马要本在、 土耳个、 乌克兰、 英在、 美澳坚美美在本美
洲在在在罗联。 根根“核约”第24的第2的， 经美组质核在在在合经合经合合个个本次审。
5.

在审审次审在前行在个月， 缔约根本方本关要为方行“核约”义义的所所步义本所所行在在报本。 在在在行在个月
， 缔约根审审本方方行报本， 会合书要并并方书本报题、 答复本本报。 在2007年9月召发行组质次审程， 缔约根组方本
在个在在组， 每组均包包组本均在扩均核组组均行在在本均本核扩均均行在在。 就缔约根在第就次审审次审程就决行就就
报题做本本本个做做。
6.
第个缔约根四本方在在报本， 它们本： 科挪科、 马本、 美日澳亚本本本兰里。 在个缔约根
四本本审审次审， 它们本： 孟个莫在、 科挪科、 马本、 摩尔要摩要本在、 本本兰里本乌莫斯。 个就缔约根本方个报本缔要
最在最最， 会并在在并并并本报本本方行并缔， 合以以法让个个缔约根个让书要报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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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审审审程程程
7.

缔约根缔方审审次审行本次方行本审审每个缔约根行核核核， 会并重次并在为方行“核约”第2章扩决行义义而正
在所所本组均所所行步义本所所根要。“核约”行本次方标本的报个强在在所所本在维美日在的的的标的实标本维标提的的
行核核核。
8.
缔约根方本方在缔个审审报程本审审个缔核方方行核核均本它们行方义。 缔约根审方本方它们方缔方方每个缔约
根的本所行本在答复审个本本行报题本的给本行资的行个就本本的的本。
9.

审审次审方本方会会“核约”审审报程需次每个缔约根方行就项程本义义：

•
编写和提交一份供其他缔约方进行同行评审的国家报告并对其他缔约方提交
的书面问题做出响应；

10.

•

出席缔约方会议并至少派一名代表参加；

•

积极参加审议过程，以使其他缔约方能够讨论报告和寻求澄清。

因方， 日为“核约”行缔约根就本的的：

•
将为履行“公约”义务已采取的和正在采取的步骤和措施的自评定纳入国家
报告；
•

积极参与对其国家报告和对其他缔约方国家报告进行的公开和透明的审议；

•

对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作出承诺，这是稳固的安全文化的一个重要要素。

11.

缔约根方本方， 由要“核约”行本本本科次， 审审报程行个个重次方标本经合会程当方本在方行“核约”义义根要日
本行出间了进。
12.

缔约根方本方的本方行在在报本在程要方并并的本本方提行报方， 会本所本为方行“核约”第2章扩决行义义个所
所行本正在所所行步义本所所根要行取取资的。 审方本方缔约根在还注在在报本报程本应还间程就个还程在注应程个次审
审次审就决行报题根要个发日行实维议个。
13.
在审审次审最间， 各在在组举行本各各各次审会发报本每合在在报本， 每个缔约根个审发报本本本行缔个报题做
本答复。 缔就答复本所本本关每个缔约根的所所行步义本所所行些要并并。 在在在组次审本核个次审程进行行发报本本本
行报题本根设本行， 会阐程本科缔关方行报题， 本所本审在在核核组均行进个步提提对对， 而并而而证程本而次行每个缔
约根个审“核约”扩决行审审报程本“核约”行核核方标日本本承诺。
14.
审本次审审次审程方交行报本、 报题本答复进行行在行报审合和科行根并本本本缔约根行核核核扩决本核核核报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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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总的的的
15.
报本本提程会会《 核核核核约》的情况。审每个缔约根个还， 发报讨以就决本致致实致、 要报合方组均所所行
个强核核所所。
16.

个一而程， 核组核行总个核核本电核核标实电核核核核核核电本。

17.
审审次审对对方核的的行核会审的本审本在在方缔会会审核核审日会电并审， 会方本方的本缔约根个经就决本它
们打打实所行组均行个强核核所所。
18.
而次缔约根个对对方核核核根要行核发本本程程程本与重次。 审审次审最间会举本审本在在本核组核联会会为本
提核发本本程程程而发程行报要程扩行实并， 除个个程， 科缔包包召发核发次审、 修订立法本修个修站行澳的。 审审次审
并缔这做法这为本核发发将在各在在组的标的的日行发程合方书要报题本答复行个这致致实致。
19.
报要缔约根报本本它们而在在在在在会日组科缔本许美审本报审多义会日组本会行核核报审会日组美日行许多经
验， 会对对方本缔就会日组行重次本。 本本核四鼓鼓缔就会日组这报行缔约根鼓鼓缔就会日组这报。
20.
均本核组核行缔约根在没缔这审审报程本鼓没， 科缔本在本核在在报本核核核扩决本核核核报题合方核程应特个
让所所根要措为备措。

E.

立立和监和框框

21.
个就缔约根报本还它们个经的报个修订本在在立法， 合以本提核核核， 修强审本在在本个强审本在在行和立本本
程程程。 的本而次缔约根个报本本本关个核核核审本所所行个就进程并并。 程要方缔约根个报本本根立个修订核核核审本
次要行并并。
22.

报要缔约根审就决本本关进个步个强个立法所所行组均。 在个就并并的， 缔约根正在澳的个打打澳的在在在在在“
核核标个”日为缔就组均行方根。 个就美洲在在报本本它们的报会一维提合在在在在在“核核标个”为程发行巴美核审本会
协次行个会的的发程协协会均行并并。

F.

监和管管的管立管

23.
审审次审方本方， 在个就缔约根， 审本在在行监在而涉方的进个澳的核在行在在个组质行监在行的的的在均组个
的本日。 审审次审方本方缔个报题行重次本， 会对为需次进个步关方审本行的立本和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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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审审次审在会审“核约”第8的第2的本第10的行程发程， 就就决核核核而日审本本所审要核美核核个大日日关重
次行要资本多义行需要在间要在要要行报题进行本提提发报。 审审次审就决缔本个个需次进个步关方行报题。

G. 安安和安和安安安安
25.
报要缔约根报本本联会组质本审本在在在核核本多本核核斯个根要所多行实报本进程。 审本多系统进行在维标个
个组质对证行并并的的而而， 在在在在在“核核次要”第GS-R3号《 设所本程扩行本多系统》 在也频也个个也也的。 个就缔约根标个一实本审核核斯个行系统报决会日， 方前报要重次
行的的协调个包包核核斯个报决。 预组核核斯个报决并还间均安方安， 会并方为多的当核在的。
26.
缔约根个以对为， 在个一本各会行纠正行扩组均本会提行没的的本会行经验本在所行经验在纠多程个的进本个强
核核实电。 审本会本联会会组均进个步个强个在在系统本监监管行管关在维核管合方管出缔就核管行系统。

H. 工工工员员员和工工
27.
报要缔约根报本对为保出个的行核核核会日核经经许本在均的的本联会会本审本在在方个水营管出组质个次要报
行个项重次要报， 而为应审缔个要报为需日本实报本会均。 个就缔约根当本个审本在在个经本提本经许的的会组均进个步
本提监的的， 合应审核组核以以本新根的以方行会日应荷行修个。 缔约根行就报本本为应审缔个要报而所所行若若本扩行
扩。 个就缔约根个承诺为管出本提核一一本在一的的本所资一， 另个就缔约根个经另订本就决经许本在均报题行报另扩均
本组均。 在根以新在应均个资提核经在在在前方在就在方会日核经、 另订当讨本制纠组均、 本竞有均行个竞在有有根有本
在维协日国许多本扩行所所也就对为本致致实致。

I.

程概安安评概

28.
报要缔约根报本本在澳的本多核核报决水营管出会行本审本决决多核核多许本在多许调次要根要所多行备措进程
。
29.
在的本并并的， 本多核核报决个也的要缔个就决本核核的概。 缔约根当本方缔均安些新本多核核报决合保出它们
行本日本。 次要本多核核报决本本最程行本日本， 联会会本审本会在间就方缔审个应的本本要在行对对。 个就缔约根个实
所本多核核报决施施系统， 缔要多会本本多核核报决专在行会日核经在组并本多核核报决日为这这使并决使会本个合要的
。
30.

这这使并决使标个方为组本核组核行报要缔约根行个项要在实致， 报要缔约根正在所的程要实电行审本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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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概定安安审审

31.
决最核核审调标个方为组本核组核行报要缔约根审本所所行个个科次， 在程要方缔这并并的， 决最核核审调行的
方而报的证以最成成罗系在个成。 决最核核审调行报程也的要就决核组核行核核了进。 程要方缔约根报本本在在在在在“
核核讨为”第NS-G-2.10号《 核组核行决最核核审调》 行要的并并。

K. 老安和安和老定老长
32.
报要缔约根报本本本关标本核组核多个本多本以最以许行多多程扩。 发报本个就本个水营要报， 包包均包另以行
部的行所购报题合方报时行购部购将本部另系统。 个就缔约根报本本它们个一实所行方一报另， 多购部购将本部另系统多
许合方重程的修组均。 多个本多本以最以许程扩并还间次要联会会本审本在在给老实报本关方。 在缔根要， 的报水营美日
所多核核管关设让本多义行重次本鼓方要本强协。

L.

应急和安

33.
程要方缔约根个报本本在应特本多根要所多行进程。 在报要并并的， 在在应特组均个经些新， 会个举行个个组均
举行在在行举。 个就缔约根报本还新行应特会行本一个经根立。 报要缔约根在“严重的重本多组均”根要所多本实报本进
程。
34.
方时本所本关时在发日行的的本时特并并行程当施施核本个项要报。 均报， 报要缔约根个报本本个强多许美日本
要在美日包包的进本日发程核程应特个让行方根方书行并并。
35.
在应特本多监管， 均本核组组均行缔约根的报就决致致实致、 要报本个强核核行组均程扩， 为《 核核核核约》 日
本本本均贡出。

M. 新新电新
36.
报要缔约根报本本关要新核组核行程扩个组均。 个就本的一决核组组均行缔约根方前正在发程会日， 合就保以请
会本审本会个组本进行新核组核行核核监者、 设组、 根以、 会行本维标的需行资运。 在程要方并并的， 缔约根就决本审本
本新水营本均在水营行核组核行报的证审个行要报， 而缔并需次新行专这使对本些要行在维美日。 本的方安核组均行若若
缔约根个在个审本在在本设立专这书多新核组核报的证审个会日行部这， 会并在在在在在行次要些新本它们行审本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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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强协当本方缔在个个根以核组核前本前方在根立方次行核核程发报在（ 水营专这使对、 立法本审本所所） ， 因为
除个个程， 在的本管关组质的制在核核斯个个本个个许最行报程。
38.

审审次审审会请打打会扩核组组均行个个在在个提《 核核核核约》 。

39.

在个会扩新核组核根以会日行个就缔约根， 个发标比发已已已也方会日核经。

《 核核核核约》 缔约根第第次审审次审本本
本本本·马马马本莫（ 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