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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核电安全研讨会 

——日本福岛核电危机后的反思 

2011 年 6 月 29-30 日 

中国-北京-民族饭店 

 

邀请函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 6 月 29 至 30 日在北京民族饭店举办的“国际核电安全研讨会——

日本福岛核电危机后的反思”。 本研讨会由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中国核学会

（CNS）、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CSEP）、北京大学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斯坦福

大学能源政策与融资中心共同主办，中国核能行业协会(CNEA)、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美国

爱克斯龙（Exelon）电力公司协办。 

今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对全球核电发展的安全性提出了重要警示。世界各核电国家均开

始采取行动，重新全面检查和审视核电站的运行、建设和审批。认真反思日本福岛核辐射危

机，积极吸取教训，将会推动核电工业更安全更健康地发展。根据中国十二五规划和 2020 年

中长期规划中的核电发展蓝图，到 2020 年的核电装机规模将继美国之后跃居世界第二位。因

此，安全必须放在首位，这是核电发展的重中之重。 

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美国和印度的专家学者作主要演讲，同时也有中方高层专家就中国

核电的发展和技术作主旨发言。会议安排充足的交流和讨论时间。本研讨会将不囿于对福岛事

故就事论事，而是力求从更高层次、更多国家的角度审视如何从近、中、远期加强核电安全

性。两天的会议议题涵盖五个方面：1.分析日本福岛核电危机的教训；2.核电站安全设计与运

行的技术能力建设；3. 核电发展的法律建设、监管机制及核事故应急体系；4. 加强核安全培训

及核安全文化；5. 公众教育与核电信息披露。 

会议主办各方还计划随后举办系列专题研讨会，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和今后的会议为中国

核电的安全发展有所助益。 

请于 6 月 23 日前确认您是否参会（回执附后）。会议不收取注册费，并将为注册的参会

者提供会议期间的午、晚餐。 

有任何问题和建议，请与 NRDC 王鹏先生联系(电子邮件：pwang@nrdc.org，电话：010-

mailto:pwang@nr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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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75855 分机 7956） 

 

顺颂 

 

安祺！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中国项目主任                            中国核学会 理事长  

芭芭拉∙费雯丽                                                                              李冠兴 

          

     

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主任   斯坦福大学能源政策与融资中心主任 

林江       Dan Reicher 

 

 

北京大学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汪劲 

 

2011 年 6 月 20 日 

 

 

附件 

1. 研讨会的初步议程 

2. 参会回执 

3. 酒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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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6 月 29 日，星期三  

8:30 - 9:00  注册登记 

9:00 - 9:30  欢迎致辞  

 芭芭拉∙费雯丽，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项目主任 

 中国核学会代表 

 Dan Reicher, 斯坦福大学能源政策与融资中心主任 

 袁伟，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执行主任兼首席代表 

 

9: 30 – 10:15  议题一：分析并吸取福岛事件的教训（含茶歇） 

来自政府、行业界、学术界、以及民间机构的参会者就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原

因、惨痛教训、以及各国在福岛事件后如何加强核安全等问题交流看法。 

 

主持人：芭芭拉∙费雯丽，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项目主任 

演讲人： 

 A. Gopalakrishnan 博士，印度原子能监管委员会前主席，演讲主题“印度：

福岛事件后的关切与采取的行动” 

 Amir Shahkarami, Exelon 核能公司 CEO 兼 Exelon 电力公司执行副总裁，

“福岛事件的全球教训” 
 

10：15 - 10: 30  茶歇 

 

10：30 - 11: 15  议题一（续） 
 

 Christopher Paine,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核能项目主任 

 问答与讨论 

 

11：15 - 12: 00  议题二：加强福岛事件后的安全技术能力 

就具体的技术和运营管理层面问题进行讨论，包括福岛核事件后提高核反应堆安全

性问题以及加强核安全技术能力等。 

 

主持人：Christopher Paine，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核能项目主任 

演讲人： 

 Amir Shahkarami，Exelon 核能公司 CEO 兼 Exelon 电力公司执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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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m Cochran,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核能项目高级科学家 

 

12：00 - 13: 30  午餐 

 

13：30 - 14: 30  议题二（续） 

 Martin G. Malsch, Partner, Egan, Fitzpatrick, Malsch & Lawrence 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原署理总法律顾问 

 世界核能运营者协会(WANO)  (拟邀请) 

 问答与讨论 

14：30 - 15: 15  议题三：加强核安全方面的法律建设和监管及核事故应急体系 

讨论核能安全法律及监管结构。其中以美国原子能法以及其它国家立法为重点，讨

论还包括监管机构如何分配以及在不同的核安全政府机构之间进行协调；建立相关

条文确保核安全机构相对于其他政府机构的独立性；建立核危机的应急反应体制。 

 

主持人：Dan Reicher, 斯坦福大学能源政策与融资中心主任 

演讲人： 

 Martin G. Malsch, Partner, Egan, Fitzpatrick, Malsch & Lawrence 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美国核能监管委员会原署理总法律顾问。演讲题目“美国核能监管的

独立性” 

 Anthony Roisman, 国家法律学者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演讲题目“民用

核电在美国是否有前途？” 

 

15：15 - 15: 30  茶歇 

 

15：30 - 17: 00  议题三（续） 

 A. Gopalakrishnan 博士，印度原子能监管委员会前主席，演讲题目“印度：

福岛事件后安全监管改进” 

 汪劲教授，北京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

原子能立法的现状与进展” 

 问答与讨论 

 

 

17: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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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星期四 

 

9:00 - 10:30   议题四：加强核安全训练规划，并建立福岛事件后安全文化 

讨论如何进行核电厂运行及安全管理培训，并计划如何加强福岛后地震及其他极端

事件的应急能力。专家还将讨论如何努力建立并培育一种安全意识的文化，包括通

过设立行业安全组织，以鼓励及时识别和校正核电厂的风险。 

 

主持人：Christopher Paine，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核能项目主任 

演讲人： 

 Tom Cochran,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核能项目高级科学家 

 George Frampton, Covington & Burling 律师事务所高级法律顾问；美国核能

监管委员会三里岛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工作组组长 

 Benoît Morel 博士，卡耐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教授。演讲题目“核安

全问题国际化” 

 问答与讨论 

 

10:30 - 10:45   茶歇 

 

10:45 - 12:00   议题五：核安全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相关机制 

讨论重点：建立法规和机制以确保核电公司或相关机构中关于透露重要核安全信息

的举报人的安全、 法规及机制确保公众可以获取关于核反应堆安全的相关信息的

渠道，不论是在正常运行期间或是紧急状况下，以及确保核安全法规建设中接纳公

众参与。 
 

主持人：林明彻,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 

演讲人： 

 Christopher Paine，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核能项目主任。演讲题目“谁

来监管监管者：立法机构在确保核安全中的角色” 

 Anthony Roisman, 国家法律学者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演讲题目“保护

公共利益：自我帮助模式” 

 问答与讨论 

12:00 - 12:30   研讨会总结及今后的合作机遇和意见交流 

 杨富强博士，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气候与能源政策高级顾问 

 汪劲教授，北京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核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12:30 – 14:00  午餐 
 

14:00 – 16:00  向媒体介绍研讨会重要观点及讨论内容并答媒体问 

安排参与两天研讨会的专家向媒体介绍本次“国际核电安全研讨会-福岛核电危机

背后的反思”会议中形成的重要观点及重点讨论内容，并回答媒体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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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饭店  
 
 

联系方式 

地址: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1 号 100031 

电话: (86) 010 6601 4466 

传真: (86) 010 6601 4849 

饭店网址：http://www.minzuhotel.cn/cn/index.jsp 
 

如有住房要求，可以参考以下信息，建议至少提前 2-3 天预订。注：房费自付, 可直接联系民

族饭店刘经理， 手机：138 1028 8003，得到会议协议价。 
 

房型 会议协议价 

商务标准间  540 元/间（含服务费，含单人早餐） 

商务单人间  640 元/间（含服务费，含单人早餐） 

备注：如需加早餐，另加收 RMB 60 元/人/次 

 

地图和路线指引 

地铁 1 号线，复兴门站东北口出，往东步行 10 分钟， 

或地铁 1 号线西单站西北口出，往西步行 10 分钟。 
 
  

 
 

http://www.minzuhotel.cn/cn/index.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