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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委
常务副主任赵成昆表示，日方目
前对福岛核事故废水的处理主
要是通过2012年开发的多核素
处理系统（ALPS）过滤除氚以外
的其他核素。

2020年2月10日，日本负责
福岛核事故废水处理研究的
“ALPS小组委员会”发布报告显
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多
核素处理系统（ALPS）处理后仍
有73%的废水超过日本排放标
准。另据东京电力公司公布的数
据，ALPS运行至今多次出现过
滤后废水中碘-129等核素活度
浓度依然超标情况，效果未达到

预期。由此可见，即使技术上可
行，工程上也不一定能完全实现
并保持长期稳定运行。

同时，日本福岛核事故废水
处理的实施主体是东京电力公
司。 该公司在核电安全运行方面
屡有不良记录， 在福岛事故发生
前、 后均有隐瞒虚报和篡改信息
的前科。据公开报道，东京电力公
司2007年承认自1977年起在福
岛第一、第二核电站等199次例行
检查中篡改检测数据，隐瞒反应堆
故障。福岛核事故后续处置过程中，
该公司基于种种理由应对迟缓。经
过处理后的废水是不是真的可以
达到排放标准，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近日， 日本福岛核事故处
理后废水排海问题引起社会公
众广泛关注。对此，记者就有关
问题采访了生态环境部（国家
核安全局）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 日本政府
不顾本国民众反对和国际社会
质疑， 在未穷尽安全处置手段

的情况下， 未与周边国家和国
际社会充分协商， 单方面作出
废水排海决定。 作为日本近邻
和利益攸关方， 我们对此表示
严重关切。 希望日本政府本着
对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负责任
的态度， 进一步对各种安全处
置手段和排放路径开展深入研

究论证，全面及时公开信息，与
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后， 审慎
作出决策。

我们将密切跟踪事态发
展， 认真评估对海洋生态环境
可能造成的影响， 加强海洋辐
射环境监测， 保障我国海洋生
态环境安全。 ■据新华社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
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
特使约翰·克里于2021年4月
15-16日在上海举行会谈，讨
论气候危机所涉问题。会谈结
束后，双方发表声明如下：

一、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
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
危机，按其严峻性、紧迫性所
要求加以应对。 这既包括强
化各自行动， 也包括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
协定等多边进程中开展合
作。 双方回顾两国气候变化
领域的领导力与合作， 为巴
黎协定的制定、通过、签署和
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

二、走向未来，中美两国
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一道
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双方回
顾巴黎协定第二条的目的在
于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
在低于2℃之内， 并努力限制
在1.5℃之内。为此，双方承诺
继续作出努力，包括在巴黎协
定框架下21世纪20年代采取
提高力度的强化行动， 以使
上述温升限制目标可以实
现， 并合作识别和应对相关
挑战与机遇。

三、两国均期待4月22/23
日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
会。双方认同峰会的目标，即
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
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提高包
括减缓、适应和支持的全球气
候雄心。

四、中美将采取其他近期
行动，为解决气候危机进一步
作出贡献：（一）两国都计划在
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
26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制定各

自旨在实现碳中和/温室气体
净零排放的长期战略。（二）两
国计划采取适当行动， 尽可
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
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
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
（三）双方将分别执行蒙特利
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中所
体现的逐步削减氢氟碳化物
生产和消费的措施。

五、中美将在联合国气候
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及
其后，继续讨论21世纪20年代
的具体减排行动， 旨在使与
巴黎协定相符的温升限制目
标可以实现。包括：（一）工业
和电力领域脱碳的政策 、措
施与技术， 包括通过循环经
济、储能和电网可靠性、碳捕
集利用和封存 、 绿色氢能；
（二） 增加部署可再生能源；
（三） 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
（四）节能建筑；（五）绿色低
碳交通；（六） 关于甲烷等非
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合
作；（七） 关于国际航空和航
海活动排放合作；（八） 其他
近期政策和措施， 包括减少
煤、油、气排放。

六、双方将合作推动格拉
斯哥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
缔约方大会成功，该会议旨在
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如第
6条和第13条），并大幅提高包
括减缓、适应、支持的全球气
候雄心。双方还将合作推动在
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5次缔约方大会取得成功，
注意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的重要性，包括该框
架与气候减缓和适应的关系。

■据新华社

本报4月18日讯 今天，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
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新闻发
布会举行，宣布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
届大会将于10月18日至20日
在湖南长沙举办。

博鳌亚洲论坛是总部设
在中国的国际组织，由29个成
员国共同发起，每年定期在海
南博鳌举行年会。博鳌亚洲论
坛已成为亚洲和世界各国政
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
洲与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
的高端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
保东介绍，设立全球经济发展
与安全论坛是博鳌亚洲论坛
又一开拓之举，目标是打造全
球政商学界领袖探讨、 统筹、

平衡经济发展与安全问题的
对话与交流平台，深入分析全
球化和各国经济发展中面临
的风险、短板、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探讨气候安全、粮食
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
网络安全等经济和非传统安
全问题， 为亚洲和世界可持
续发展提供“博鳌”方案。

首届大会由博鳌亚洲论
坛和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 长沙市人民政府承办，会
议主题为“大变局下的经济安
全与可持续发展”， 下设20多
场分论坛， 同期举办高新科
技、战略新兴行业、知名企业
成果展览展示、企业家与政府
官员对话、 省市推介会、CEO
圆桌等。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何胜雄

中美发表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将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

博鳌亚洲论坛官宣
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
首届大会10月在长沙举行

处理技术靠谱吗？只能排海吗？
———有关专家就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答记者问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
心研究员刘新华说， 核电厂正常
运行排放的废水，我们称为“核电
厂正常运行液态流出物”，与日本
福岛核事故处理后废水有本质
不同。

一是来源不同。 日本福岛核
事故是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
（INES）中最高级别的7级核事
故，堆芯熔化损毁，放射性物质
大量释放。 福岛核事故废水来
自事故后注入熔融损毁堆芯的
冷却水以及渗入反应堆的地下
水和雨水。 核电厂正常运行液
态流出物主要来源于工艺排
水、化学排水、地面排水、淋浴
洗衣排水等。

二是放射性核素种类不同。
福岛核事故废水包含熔融堆芯中
存在的各种放射性核素， 包括一
些长半衰期裂变核素， 以及极毒
的钚、镅等超铀核素。核电厂正常
运行液态流出物不与核燃料芯块
直接接触，含有少量裂变核素，几
乎不含超铀核素。

三是处理难度不同。 日本采
用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技术
对福岛核事故废水进行净化处
理， 最终能否达到排放标准还需
验证。 核电厂严格遵守国际通行
标准， 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对废水
进行处理， 经严格监测达标后有
组织排放， 排放核素远低于规定
的控制值。

■据新华社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刘森林说，福岛核事故废水
处理处置不只有排入海洋一种
形式，但日本选择了对本国最有
利的海洋排放方式。

日本对废水处置方案曾提
出过氢气释放、地层注入、地下
掩埋、蒸汽释放和海洋排放等五
种选择。地层注入和地下掩埋是
在日本本国领土范围内处置，对
其他国家没有影响， 经济成本
高； 蒸汽释放会产生固体废物，
需要进一步处理处置，经济成本
相对较高，二次废物会影响日本
本国环境。日本在未与国际社会
和利益攸关方协商一致，未穷尽
所有可实施手段的情况下，出于
本国私利，仅以储罐空间受限为
由，选择经济代价最小的海洋排

放方案， 单方面做出排海决定，
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责任转嫁
给全人类，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
行为，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国际上，《核安全公约》和
《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
管理安全联合公约》都规定放射
性污染的最终处置责任应由污
染者承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规定， 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
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
致扩大到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
之外。

日本理应本着对本国民众
和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采取审
慎措施，在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
监督下，选择最优方式处置核事
故处理后废水。

日本采用的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
处理效果如何

福岛核废水只能排入海洋吗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处理方式

生态环境部：希望日本对国际社会负责

日本政府近日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处理后排入大海， 引发广泛
关注。日本福岛核废水处理技术靠谱吗？东京电力公司可信吗？除了将福岛核
废水排放入海，日本还有更优处理方式吗？福岛核废水能与核电厂正常运行时
排放的废水相提并论吗？记者18日就有关问题采访权威专家。

问

？

有网民将
日本福岛核事
故处理后废水

与各国核电厂正常运行排
放的废水相提并论， 您怎
么看

？

？问 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