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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第 1 条
基本义务
1. 每一缔约国承诺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
核爆炸，并承诺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禁止和防止
任何此种核爆炸。
2. 每一缔约国还承诺不导致、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进行
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

本报告是执行秘书向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第二十四届
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报告叙述了截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委员会临
时技术秘书处在 2004 年期间为执行七个主要方案所开展的活动情况。

执行秘书的
前言

我十分高兴在此提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临时技术
秘书处（临时秘书处）2004 年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显示出，建立核
查机制和为条约生效所进行的准备工作的所有方面，都取得了进一
步的重大进展。
在 2004 年，专门拨出了大量资源用于与禁核试条约整个监测系统
的运行和维护相关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第一次逐步全系统性能测
试 (SPT1) 筹备阶段（第一阶段）工作，而进行这项工作是为了检验
拟在 2005 年性能测试阶段（第二阶段）使用的工具和方法。在临时
秘书处迄今为止举办的所有讲习班中，10 月份在奥地利巴登举行的
运行和维护讲习班吸引的参加者人数最多，他们就台站运行和维护、
可持续性与发展、系统性能以及培训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临时秘书
处侧重于对全组织内所有努力进行协调，处理着越来越多的与运行
和维护相关的工作量。
在建立国际监测系统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该系统是一个由 321
个地震、水声、次声和放射性核素台站及 16 个放射性核素实验室组
成的全球网络。2004 年期间，又有 40 个台站和 1 个放射性核素实
验室经验证达到委员会的技术要求。这意味着到年底时验证合格的
台站总数达到 119 个，验证合格的放射性核素实验室总数达到 5 个。
另外，继续安装了 86 个台站，从而网络的 64% 已安装完毕并基本达
到委员会的规格。这些设施的所在国继续与委员会开展宝贵的合作。
目前已为 82 个国家内总共 324 个设施作了适当的法律安排。
设在维也纳的国际数据中心接收、分析、报告和存档了越来越多的
国际监测系统台站所发回的波形和放射性核素数据。在签署国方面，
截至 2004 年底已设立了约 85 个国家数据中心，现已指定了这些国
家的总共 668 个用户获得授权可以检索国际监测系统数据和国际数
据中心产品。另外，按计划进行了针对所有核查技术的处理软件的
开发，并开始筹备迁移计算机中心。2004 年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的覆
盖面继续扩大，安装了 29 个新的甚小孔径卫星终端。

执行秘书的
前言

在这一年中，与现场视察相关的活动方面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
进展。2004 年，临时秘书处开始执行一个外部评价小组在上
一年提出的建议（其中包括制定现场视察战略计划）
，以便现
场视察机制的建设能够加速，赶上核查系统的其他部分。
为支持核查机制和促进对条约的了解，2004 年在世界各地开展
了许多活动，例如培训班和讲习班，参加的国家超过 95 个。我
感谢澳大利亚、奥地利、芬兰、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
俄罗斯联邦、塞内加尔、斯洛伐克、南非、突尼斯、联合王国
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成功主办了这些活动。
核查机制的目的是确保条约得到遵守，而核查技术却也可以用
于民事和科学目的。由于 2004 年 12 月印度洋海啸造成的悲剧
性破坏，科学和灾难警报界对国际监测系统数据和国际数据中
心产品正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对于各种研究和灾难警报目的，
这些数据和产品可能会有特别高的价值，而且不仅使个别国
家，也使全人类可以从中受益。委员会也在考虑各种用以支持
灾难警报活动的可能方式。在这一年，德国和日本政府在柏林
组办了一次关于禁核试条约核查技术的民事和科学应用的专家
讨论，共有来自 10 个签署国的专家参加。临时秘书处将很高
兴继续支持这种性质的努力。
在 2004 年这一年中，条约获得了更多国家的签署和批准。截
至 2005 年 3 月 31 日，条约已获 175 个国家签署和 120 个国家
批准。因此，禁核试条约现在正在接近达到普遍共认状态。最
近各国决定于今年 9 月 22 日至 24 日在纽约举行下一届促进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会议（ 第十四条会议）
。我希望，会
议的召开将进一步促进禁核试条约的生效。从自身而言，2005
年临时秘书处将坚定决心，继续推进其工作。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筹备委员会
执行秘书
沃夫冈 · 霍夫曼
2005 年 4 月
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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