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PA/SCSOB) 1540 Matrix 

17-20910 (C) 

  
 

已批准的 1540 委员会汇总表 

 汇总表内的资料主要来自国家报告，并用政府的官方资料作为补充，其中包

括向政府间组织提供的资料。汇总表根据 1540 委员会的指示编制。 

 1540 委员会打算将汇总表格作为便于提供技术援助的参考工具使用，同时

使委员会能就各国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的事宜继续与其加强对话。 

 汇总表并非衡量各国遵守不扩散义务的工具，而是为了推动实施安全理事会

第 1540(2004)、1673(2006)、1810(2008)和 1977(2011)号决议。汇总表不反映也不

影响在委员会外部、安全理事会内部或其任何机构内部就国家遵守不扩散义务或

任何其他义务所进行的讨论。关于自愿承诺的资料只作报告用途，绝对不构成第

1540 号决议或其后续决议规定的法律义务。 

 汇总表条目只是事实指标，并非第 1540(2004)号决议及其后续决议的遵守程

度指标。因此： 

 任何数据域中的“X”仅表示 1540 委员会认为一国采取了所需措施，和(或)

具体援引了证明此类措施的适用法律依据或行政行为。任何数据域的“X”并不

一定意味着一国充分履行了数据域涵盖的第 1540 号决议规定的义务。 

 任何数据域中的“？”表示援引的立法或其他措施可能不是直接相关或不完整。 

 任何数据域中的“NA”(不适用)表示数据域不适用于该国(这些国家通过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表明不拥有相关材料或设施)。 

 任何数据域中的空白表示没有足够的信息在特定数字域内输入“X”或“？”。 

 

国家： {国名} 

报告日期： 

追加报告日期： 

上一次订正：  

http://www.un.org/en/sc/1540/documents/Matrix%20Template%202017%20(E).pdf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https://undocs.org/ch/S/RES/1673(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810(2008)
https://undocs.org/ch/S/RES/1977(2011)
https://undocs.org/ch/S/RES/154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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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910 (C) 

一. 执行部分第 1 段以及执行部分第 5 段、执行部分第 8 段(a)、(b)、(c)和执行部分第 10 段的

相关事项 

 遵守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成为组织成员、参加各项安排和作出声明 

有关资料(如签署、交存加入

文书、批准等) 

备注 

(资料援引国家报告或官方网站

英文版的页码) 

    
1 《核不扩散条约》   

2 无核武器区/议定书   

3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   

4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5 2005 年《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正案   

6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核试条约》) (尚未生效)   

7 《化学武器公约》   

8 《生物武器公约》   

9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   

10 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11 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12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2005 年议定书》   

13 《〈制止危及大陆架上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公约〉2005 年议定书》   

14 2010 年《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15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其他相关区域文书   

16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17 直接的相关安排   

18 关于不向非国家行为体提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相关材料的声明   

19 加入相关的国际、区域或次区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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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910 (C) 

二. 执行部分第 2 段——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 

关于禁止个人或实体参与以

下某项活动的国家立法及其
执行情况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民事/刑事惩罚和其他 

备注 

X/? 

国家执行法 

原始文件 

X/? 

原始文件 核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1 制造    核武器： 

化学武器： 

生物武器： 

(以下各栏均遵守

这一顺序) 

   核武器： 

化学武器： 

生物武器： 

(以下各栏均遵守

这一顺序) 

 

2 获取          

3 拥有          

4 开发          

5 运输          

6 转移          

7 使用          

8 企图参与上述活动          

9 作为共犯参与上述

活动 

         

10 协助上述活动          

11 资助上述活动          

12 与运载工具有关的

上述活动 1 

         

 1 运载工具：专门设计的能够运载核生化武器的导弹、火箭和其他无人驾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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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910 (C) 

三. 执行部分第 3 段(a)和(b)——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包括相关材料的衡算/保安/

实物保护 2 

关于建立国内管制以防止核武

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及其运
载工具扩散的措施；对相关材料
的管制 

国家法律和(或)监管框架 执行情况以及民事/刑事惩罚 

备注 

X/? 

原始文件 

X/? 

原始文件 核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1 对生产进行衡算的措施          

2 对使用进行衡算的措施          

3 对储存进行衡算的措施          

4 对运输进行衡算的措施          

5 对生产进行保安的措施          

6 对使用进行保安的措施          

7 对储存进行保安的措施          

8 对运输进行保安的措施          

9 实物保护措施          

10 人员可靠性          

 2 相关材料：有关多边条约和安排涵盖的或国家管制清单载列的可用以设计、开发、生产或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

材料、设备和技术。 

 * 本节要求的资料也可从国家的建立信任措施报告中获得。如已提交生物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可见

http://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httpPages)/4FA4DA37A55C7966C12575780055D9E8?OpenDocument。 

  

http://www.unog.ch/80256EE600585943/(httpPages)/4FA4DA37A55C7966C12575780055D9E8?Open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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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910 (C) 

四. 执行部分第 3 段(a)和(b)——核武器包括相关材料的衡算/保安/实物保护(针对核武器) 

关于建立国内管制以防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措施； 

对相关材料的管制 原始文件 备注 

1 国家监管当局   

2 核装置/实体/材料使用的许可制度   

3 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定   

4 《原子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   

5 《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的《放射源材料进出

口补充指南》 

  

6 原子能机构的事故和贩运行为数据库   

7 《核保安综合支助计划》/国际实物保护咨询服务处   

8 采用 INFCIRC/225/Rev.5 号文件提出的实物保护建议   

9 与原子能机构有关的其他协定   

10 与核材料有关的国家法律和条例，包括《核材料实物

保护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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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910 (C) 

五. 执行部分第 3 段(a)和(b)——化学武器包括相关材料的衡算/保安/实物保护(针对化学武器) 

关于建立国内管制以防止化学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

措施；对相关材料的管制 原始文件 备注 

1 国家化学武器公约主管当局   

2 涉及相关材料的装置/设施/人员/实体/使用/

处理的许可制度/登记 

  

3 老旧或废弃的化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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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910 (C) 

六. 执行部分第 3 段(a)和(b)——生物武器包括相关材料的衡算/保安/实物保护(针对生物武器) 

关于建立国内管制以防止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措施；对相关

材料的管制 原始文件 备注 

1 涉及相关材料的装置/设施/人员/实体/使用/处理的许可

制度/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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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910 (C) 

七. 执行部分第 3 段(c)和(d)以及执行部分第 6 段的有关事项——管制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

武器，包括相关材料 

关于防止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包括相关 

材料扩散的边境管制以及出口和转船管制 

国家法律框架 执行以及民事/刑事惩罚 

 

 

备注 

X/? 

原始文件 

X/? 

原始文件 核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核武器 

化学 

武器 

生物 

武器 

1 边境管制以侦测、威慑、防范和打击

非法贩运 

         

2 侦测、威慑、防范和打击非法贩运的

执法情况 

         

3 边境管制和侦测措施          

4 管制中介行为          

5 制定出口管制立法          

6 许可制度规定和主管部门          

7 材料、设备和技术的管制清单          

8 无形技术转让          

9 包含运载工具          

10 最终用户管制          

11 全面管制条款          

12 转口管制          

13 转船管制          

14 再出口管制          

15 管制为助长扩散的出口/转船提供资金          

16 管制助长扩散的出口/转船服务、包

括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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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执行部分第 7 和 8(d)段——援助、配合和通知产业界和公众，以及其他资料 

1 提供的援助  

2 援助事务联系人(仅给援助提供方)  

3 请求的援助  

4 采取行动与产业界合作并向其提供信息  

5 采取行动与公众合作并向其提供信息  

6 联系人  

7 自愿国家执行行动计划  

8 1540 委员会对各国的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