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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12 月 3 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 1997 年 12 月 3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给我的信(见附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总干事的信为荷

科菲

97-34977 (c)

041297

041297

安南(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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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97 年 12 月 3 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到 1997 年 11 月 28 日作为 S/1997/930 号文件分发的信的附件,其中载有伊
拉克对原子能机构行动小组组长在 11 月 24 日被安全理事会所作简报的评论 该简
报介绍了原子能机构第四次综合进度报告第 75 段所述五件事的现况(S/1997/779,
附录) 在安理会成员要求下,为安理会提供了一份简报的说明,本信附有该说明的内
容(见附录)
在文件 S/1997/930 中,伊拉克的结论是,无需对有关各项问题作进一步澄清 但
是,伊拉克没有提供根据来支持其结论

因此,原子能机构的一个小组打算在 12 月

的第三个星期前往伊拉克,以便澄清这五件事

小组还打算处理其他重要的核查问

题,例如在伊拉克内使用固定翼飞机
原子能机构认为解决这五件事将进一步保证,对伊拉克秘密核方案所获得的技
术上连贯的了解是全面的,并且没有尚未了解的活动 此外,更充分地了解伊拉克秘
密核方案所获得的技术成就,将使原子能机构能够更适当地调整其监测和核查活
动
请将此信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为荷

穆罕默德

巴拉迪(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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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997 年 11 月 24 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为安全理事会
所作的简报的说明

1.

安全理事会在 1991 年 4 月 3 日第 687(1991)号决议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进行一项目标明确的技术任务

到目前为止的该任务的进度报告载于原子能机

构第四次报告(S/1997/779,附录) 这种进度报告提供了一种技术基础,使安全理事会
能够据此评价原子能机构是否令人满意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尤其是销毁和移走伊拉
克的核能力,并使其变为无害的任务
2.

第四次报告第 79 段明确指出,在技术核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不确

定的地方,并着重指出,在何种程度上可接受这种不确定的地方是政策判断而不是
技术判断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提请安理会注意特别委员会专员报告(S/1997/922,附

件)的第 6 段,并强调原子能机构的要做的是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事实报告 安理会要
做的是决定是否能正面地解释这些事实
3.

原子能机构报告第 83 段指出,原子能机构正在将其大部分资源放在执行和

技术上加强其不断进行的监测和核查伊拉克是否履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规定的
义务的计划
4.

第 75 段扼要说明尚未从伊拉克方面获得满意答复的五项重要程度不一的

事项 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有限的讨论,从讨论的情况看来,我似乎应
当对每一个事项作出进一步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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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特别负责将违反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减至最低的政府委员会的成员

的影响

职权范围

和授权期限提供全面的书面说明
5.

政府委员会不是原子能机构发明的 1997 年 5 月,在原子能机构要求下,伊

拉克对应人员在说明伊拉克在制造
的材料
6.

设备

隐藏

挽救和单方面销毁同秘密核方案有关

文件和建筑物方面所采取的策略时说出了这个委员会的存在

安理会应当记得,伊拉克为了将违反

不扩散条约

的影响减至最低而采

取的第一项行动是根本否认秘密核方案的存在,并采取措施消灭该方案的一切实际
证据
7.

我说过, 政府委员会 的存在是伊拉克对应人员在 1997 年 5 月所作的介

绍中宣布的,我曾要求高级对应人员,即伊拉克秘密核方案的前负责人贾法尔
亚

地

贾法尔博士进一步澄清该方案的功能
8.

贾法尔博士回答说,由于副总理塔里克

阿齐兹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他需要

获得许可才能回答 从那个时候开始,伊拉克就一口咬定伊拉克在 1997 年 5 月宣称
存在的委员会,过去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
9.

原子能机构不愿接受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是因为该委员会可能是目前隐

藏机制的政策和决策机构

2.
10.

伊拉克秘密方案的外来援助

所谓的 Haider House 农场文件包括数百页关于伊拉克情报总局穆克哈巴

拉特介入伊拉克秘密核方案的资料

如原子能机构的报告(S/1997/997,附录)所记录,

伊拉克对应人员最初否认穆克哈巴拉特所扮演的角色,但当向他们出示伊拉克自己
的文件显示穆克哈巴拉特在秘密采购方面所起的作用时,他说这项采购只是石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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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项目(PC-3)的很小的一部分

采购问题基本上获得澄清,虽然还有一些没有解决

的问题,例如,通过穆克哈巴拉特采购的可用于核武器点火电路的专门电池的下落
11.

穆克哈巴拉特的档案也包括一些关于主动要求援助伊拉克秘密核方案的

资料,根据判断这些情况值得进一步调查 伊拉克长期采取的一种策略是避免自动提
供资料,并根据他们对我们所知道的情况的估计限制他们所提供资料的范围 因此我
们决定要求伊拉克提供一切有关外面要求对其秘密核方案提供显著援助的资料
12.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在 1996 年开始的,当时伊拉克原子能委员会副主席

Halim Al

Hajjaj 博士主动表示他有这方面的档案,他表示愿意在不久之后提供给原

子能机构

后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 Al Hajjaj 博士的说法经常是,负责该档案的人不

是 在请假 就是 在请病假 或是没有空 在 1997 年技术小组前往伊拉克讨论该
问题时,小组被告知,该档案已经被毁,原因不清楚 该小组仍然同 Al

Hajjaj 和 Jaffar

博士进行了讨论,但两名官员都没有提供任何有内容的资料
13.

这一问题一直僵持不下,直到后来伊拉克文化和新闻部长胡马姆 加富尔

博士参加原子能机构于 199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大会时才重
新提起这一问题

原子能机构再次努力使伊拉克对应人员相信,伊拉克主动提供材

料比原子能机构设法得到的材料更有意义得多;但加富尔博士重申,伊拉克要求对
每个情况提供具体的材料

经过若干次讨论之后,原子能机构最终向加富尔博士提

供了一位官员(代号为 15B)给伊拉克原子能委员会对应人员(代号为 15S)的一封信,
作为原子能机构拥有的材料的一个例子,这两位官员是就秘密采购事项进行联络的
同两人作为例子向加富尔博士提供的信件表明,穆哈巴拉特相信援助来源正确无误,
值得继续探讨

尽管信上的批注表明伊拉克原子能委员会要更为小心谨慎,其中有

一条要求穆哈巴拉特努力从来源处获得样品
14.

我以前曾向安全理事会指出,如果伊拉克要直接获得可用于武器的核材

料,将对原子能机构的不断监测和核查计划构成严重的挑战 正是由于有这种挑战,
因此就必须解决所有涉及伊拉克的秘密核方案可能从外部获得援助的事项

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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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97 年 10 月 9 日收到的加富尔博士给我的信中,他说
初步接触

已就此事进行了紧急的

,并表示需要一些额外的时间,以便能够提供一些实质性的东西

加富尔

博士在信中保证伊拉克在认真对待此事

据称由已故侯赛因

3.

卡迈勒中将采取的行动的背后动机;

这些行动的结果是隐藏了在 Haider House 农场
发现
15.

的文件

材料和设备

还应当回顾原子能机构报告(S/1997/779,附录)第 14 段末尾关于技术小组

于 1997 年 5 月进行视察的内容,其中表示期望对据说已故 侯赛因 卡迈勒中将及
他的一群人

(塔里克

阿齐兹先生提出的说法)为了将核方案保存到 1991 年 4 月

以后而进行的努力的目标
16.

第 687(1991)号决议第 12 段开头便决定伊拉克必须无条件地同意不获取

或发展核武器
究

发展

范围和持续期间有一个了解

核武器可用材料

支助或生产设施

或任何分系统或部件

或与上述有关的任何研

与伊拉克在 1991 年 4 月 6 日同意履行的义务相反,

它起码在 1995 年 8 月 20 日之前一直在隐瞒和保留一些违禁物品

这些情况引起

一些问题
(a) 伊拉克如果有的话,是在何时放弃秘密核方案的?
(b) 储藏在 Haider House 农场的物品和那些据报已在阿布 格雷希布附近的农
场销毁的物品是否已包括所有非法保留的物品,还是一些不要的复制文件和低值的
设备和材料

这些东西是否是用来显示给特别委员会和原子能机构看,以回答这两

个机构在分别与侯赛因

卡迈勒进行讨论时可能提出的问题,从而使伊拉克可以保

留更有价值的物品?
(c) 保留违禁物品除了想恢复核方案以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
(d) 伊拉克如果有的话,是何时放弃恢复核方案的野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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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997 年与伊拉克对应人员进行的许多讨论都是为了探索这些问题,以便

决定如果有的话,可以获得什么材料来支持这一方案已经放弃或至少已实实在在地
中断的结论 伊拉克已经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材料,详细说明将 PC-3 方案解体 并将
其组成部门调去进行非禁止活动的情况
勒

然而,伊拉克不愿意处理

侯赛因

卡迈

问题却令人怀疑
4.

将伊拉克秘密核方案的实际和理论成就的概要
纳入其全面

18.

最后和彻底申报

第一次向伊拉克提出这一问题是在 1997 年 5 月 伊拉克故意避免对这一

要求作出适当的回应,其理由是它担心这样一个概要将引起旷日持久的讨论,可能
进一步拖延安全理事会对其遵守第 687(1991)号决议第 12 段的情况进行评估 但伊
拉克曾非正式地表示,用伊拉克的话说,愿意在

核问题的处理结束

之后提交一份

概要
5.
19.
拉克

提供已经许诺的伊拉克战后采购系统书面说明

原子能机构试图以建设性的方式要求伊拉克提交这种材料,以避免在伊

未经公布

但最终向原子能机构申报的未被禁止设备和材料的采购系统,以

及对伊拉克秘密采购违禁的

或未经申报的双重用途设备和材料所表示的关切之

间产生混淆
20.

伊拉克迄今为止所提供的材料是不完备的,但提供所遗漏的材料是一个

简单的行政事务
21.

这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作为结束语,我想再次提及原子能机构的报告(S/1997/779,附录)第 83 段,

其中声明,原子能机构并未

了结

对伊拉克秘密核方案的调查,将继续行使调查伊

拉克秘密核方案任何方面的权利,特别是追查原子能机构挖出来的或由成员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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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原子能机构评估需进行进一步调查的任何新资料,并把在调查中发现的任何违
禁物品予以销毁
22.

移走或使其变成无害

非常抱歉这个简要介绍这么长,谢谢你们听我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