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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核工业技术在我国很多领域均有所涉猎,而其应用安全是必须保障的问题,根据核能源的
自身特性,必须保障其安全性才能促使企业长久发展。核安全与多种因素有关,其涉足管理、技术等诸多
层面,与文化建设也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本文对我国的和安全文化发展、核安全监管模式等进行了分析,
并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我国核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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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的核安全文化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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