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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管局主席的发言 
 
分担责任是全球毒品管制努力的一项基本要素。麻管局强调，如果要预防吸毒及毒品相关犯罪和暴力造成的

痛苦，就需要维护国际毒品管制公约。  

 
在《2012年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年度报告》中，我们强调需要分担努力解决世界毒

品问题和预防相关痛苦的责任。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以进一步加强在开展毒品

管制努力时适用分担责任原则。分担责任确实是几乎所有毒品管制问题的一个跨

领域要素。 
 
我们都负有解决毒品管制问题的分担责任——无论是在国际、国家、社区或个人

层面——并且我们必须进一步预防和减少受管制药品供应不足及吸毒造成的痛

苦，以及与非法药物市场相关的负面影响。  
 
毒品问题是一个有必要采取全球解决办法的真正的全球性问题。它是拟订和通过

今天构成国际毒品管制制度基础的三份国际毒品管制公约的推动力量。   
 
在签署这些公约时，各国政府承认有必要分担毒品管制责任。它们已承诺履行各自根据这些条约的规定所负有的

义务，目的是确保充分供应对治疗疼痛及包括精神疾病和其他疾病在内的病症十分重要的国际受管制药品，但同

时防止这些药品被滥用。 
 
国家药品监管当局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因为这是有效履行这些国家层次义务的一个先决条件。各国政府必须确

保其主管当局有适当的资源和工作人员，因此麻管局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提供这方面的技术援助，以便促进

国家对药物用于合法目的进行有效且可持续的监控。 
 
国际贸易是药物合法分销的一个固有方面，因此全球合作对于确保医用方面的供应畅通无阻及相关物质不被转用

于滥用目的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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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管局欢迎在国家和区域各级提出的 有效地实现国际毒品管制公约所述目标的倡议，并鼓励各国本着分担责任

的精神，继续积极参与这一重要对话。  
 
然而，麻管局提醒对旨在将受国际管制物质的使用扩大到科学和医疗目的之外的主张应保持警惕。将受国际管制

药物的使用限于科学和医疗目的，是国际社会谈判商定的国际毒品管制框架的基石之一。背离这一承诺不仅违反

了各项公约的条文，而且还会损害毒品管制制度人道主义方面的目标，并对公共健康和福祉构成威胁。 
 
这类观点的提出者辩称，他们的办法将能解决与非法药物市场相关的各种问题。我在年度报告的前言中解释了这

样做为何行不通，以及毒品管制条约为什么是现有的可用于解决世界毒品问题并保护人类免遭吸毒之害以及毒品

贩运及非法种植和生产的影响（诸如毒品相关犯罪和暴力）的 佳工具。 
 
 
Raymond Yans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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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责任——有效开展药物管制的关键 
  
麻管局呼吁在预防因无法充分获得药品、因吸毒、毒品贩运和非法药物生产造成的痛苦方面重振分担责任的

精神 

 
分担责任是国际毒品管制努力所不可或缺的，也是《2012年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年度报告》的关键主题。作为麻管

局主席，Raymond Yans 强调，“分担责任对于全球努力预防并减少吸毒可能造成的痛苦和损失及与非法药物市场

相关的负面影响（诸如犯罪、暴力和腐败）十分重要。” 
 
麻管局主席指出，毒品管制方面国际合作的基础是分担责任原则：“它意味着各国在国际毒品管制公约框架内相

互承诺实现共同目标以及承诺采取互补性政策和联合行动”。“如果人们要获得用于减缓疼痛和治疗包括精神疾

病或其他疾病在内的病症的药品，以及如果要防止非法分销及滥用这些药品”，分担管制受管制药品国际贸易的

责任至关重要。 
 
报告回顾了分担责任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此概念如何演变为毒品管制方面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即从1912年
通过1912年《海牙国际鸦片公约》一直到今天形成国际毒品管制制度的三项条约这一过程。 
 
《麻管局报告》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在分担责任背景下促进毒品管制努力。这些建议适当

注意到必须在减少供应和减少需求的措施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并强调在减少非法药物需求方面实施预防、治疗

和康复措施非常重要。   
 
如麻管局主席所强调的，“只有各国在国家一级充分履行了其义务时，毒品管制的分担责任才会成效显著”。国

家毒品管制取得成效的关键是，国家监管当局具备管制合法药品/药物的可持续能力。因此，麻管局促请各国政府

承付必要资源，以维持其相关当局的能力，并促请国际社会和捐助机构酌情帮助为确保国家主管当局的能力提供

技术援助和支助，以便保证充分供应和合理使用这些药品，并防止这些药品被转用和滥用。 
 

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前所未有的扩散和滥用给公共健康带来了严重风险——麻管局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果断行动 

 
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继续对公共健康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这表现在到急诊室就诊及向中毒治疗中心打电话求助的

人数增加。通常称作“特制药物”、“合法兴奋剂”或“草本兴奋剂”的这些物质属于不受国际管制的物质，但

具有与受管制药物类似的精神活性效果。这些物质还可包括未必是“新的”但日益遭到滥用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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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麻管局年度报告》作为一个特别专题述及了该问题，并扼要介绍了这一对公共健康和毒品管制所构成的

挑战的规模。近年来，对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增。例如，在欧洲，与2000年至2005年间

的年均5份通知相比，2011年关于遭到滥用的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通知数目增加近10倍，这意味着，几乎每星期通

知一种新的物质。据估计，市场上这类物质的总数已有上千种，从而在预防和处理此类滥用方面给公共健康系统

带来了巨大挑战。 
 
为应对这一快速变化的挑战，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采用各种措施，限制这些物质的供应，其中包括建立预警系

统，加强对零售商的管制，利用食品和药品安全立法将这些物质逐出流通领域，以及诉诸紧急情况和临时管制措

施。 
 
鉴于贸易全球化以及在互联网上交易和出售这些物质轻而易举，各国政府间及国家一级不同机构间交流关于新的

精神活性物质的信息非常重要。初级预防和教育仍是确保人们了解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潜在风险和阻止其被滥用

的关键工具。   
 
在其《年度报告》中，麻管局鼓励各国政府建立相关机制，包括通过预警制度等监督非法市场上新的精神活性物

质的出现，并促请各国采取协调行动，防止制造、贩运和滥用这些物质。 

 

处方药的滥用：是许多国家所存在的一个严重的健康和社会威胁；需做出重大努力来保证供应和合理使用受

管制药品。 

 
根据《2012年麻管局年度报告》，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促进充足供应和合理使用治疗疼痛和癫痫或注意力缺陷

多动症及精神疾病和其他疾病等病症所用的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  
 
国际毒品管制制度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供应用于治疗疼痛或疾病及用于科学目的的药物，同时防止这些药物被转用

于贩运和滥用。《麻管局年度报告》提供了为确保获得受管制药品所做努力的 新情况。  
 
特别关切的是，在含有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多动症）所用的哌醋甲酯和其他物质的药物制剂消费量和滥用量

本已很高的一些国家，该消费量和滥用量有增无减。报告列出了旨在解决该问题的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对保健专

家开展教育，加强对储存和分销的管制，以及提高公众对与滥用这类物质相关的健康风险的认识。 
 
处方药的滥用继续在世界所有地区蔓延，并且近年来在北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欧洲和南美一些国家大幅度增

加，给健康和社会带来了严重挑战。许多国家存在以注射方式滥用处方药的情况，从而增加了感染艾滋病毒、乙

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风险，该情况在南亚尤为严重。在一些南美国家，超过6%的中学生滥用镇静剂，其他区域和

国家也存在滥用镇静剂和安定剂的问题。 
 
滥用含有麻醉药品的药物已演变成对北美公共健康的一个重大威胁，据麻管局称，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

是不当开立处方的做法等缺乏道德的行为导致此类药品广泛供应。《麻管局年度报告》提出了各国政府能够用来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步骤，同时麻管局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有效的预防战略，包括为此促进合理使用这些药品。 
 
一些国家的另一项重大挑战与医用大麻计划有关，国际法允许在《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所述的特定条件下采

用此类计划。如果没有足够的监管，此类计划可能造成对大麻的滥用即用于非医疗和非科学目的程度增加。麻管

局在其报告中就这一问题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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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必须采取主动，以打击转移和贩运前体化学品的行为。 

 
化学品贩运组织变的更加狡猾，并且获得其所需前体的方式日益娴熟。为规避有效的国际前体管制，贩运者现在

更可能使用新的或特制的非附表所列物质，以及/或者将被滥用药物的非法制造转移到国内监管和执法能力较为薄

弱的区域。  
 
与《2012年麻管局年度报告》一起推出的《麻管局前体年度报告》 查明了国际前体管制框架目前存在的空白之

处。报告表明，贩运者正在欧洲和北美各地大量获取很少有或没有合法商业用途的新的化学品，诸如α-苯乙酰乙

腈，以非法制造高度致瘾的苯丙胺。这一动态与麻管局在其2010年报告及2011年报告中查明的北美和中美普遍存

在缉获苯乙酸衍生物的情况类似。 
 
麻管局还继续感到关切的是亚洲将大量含有麻黄碱的制剂转用于非法制造甲基苯丙胺的现象。此外，从国内分销

渠道转移醋酸酐依然是获取这种化学品用于制造海洛因的 常见方法，转移之后将这些物质跨境走私至阿富汗。

南美仍有国内转移高锰酸钾及非法制造此类物质以用于非法生产可卡因的现象。 
 
这些问题突出了拥有运转良好的国内管制对确保监督前体化学品贸易和防止其被转用的国际制度的效力至关重

要。尚未出台基本管制制度的国家可能无法履行其根据《1988年公约》负有的义务，并且这些国家及其邻国更可

能成为有组织犯罪的目标。 
 
随着自 2006 年起投入使用的麻管局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监督合法贸易的国际前体制度的中坚力量——的发

展，针对各国政府的灵活解决办法已被证明行之有效。2012 年 3 月，麻管局启动了新的前体事件通信系统。来自

全球各地的主管当局能够安全地实时共享关于化学品贩运的宝贵情报，并能够更快地展开双边侦查。前体事件通

信系统和网上出口前通知系统，以及“棱晶”项目和“聚合”项目等国际合作活动，都是各国政府可用来大大加

强其前体管制努力的 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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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概况 
 
非洲 

 
北非的社会和政治变革2011年开始于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2012年仍在进行，这些变革据称造成其中有些国家

禁毒执法能力有所欠缺。 
 
2012年上半年，几内亚比绍和马里也发生重大政治变革，这可能影响到西非及其他地区打击贩毒的斗争。虽然这

两个国家如今已经建立了过渡政府，但局势仍然不稳，特别是马里的局势。这种情况令人关切，其原因是，系该

分区域可卡因贩运枢纽的几内亚比绍与作为可卡因和大麻树脂转运国的马里均已成为国际贩毒分子的贩运目标。 
 
虽然大麻仍然是非洲种植、贩运和滥用 为广泛的毒品，但又出现了各种新的威胁，特别是苯丙胺类兴奋剂的非

法制造、贩运和滥用。直到几年前，甲基苯丙胺的非法制造和滥用似乎大体局限于南部非洲。如今在西非尤其在

尼日利亚也出现了甲基苯丙胺的制造，经由西非和东非向东亚和东南亚贩运苯丙胺的情况日益严重。 
 
西非可卡因滥用数目有所增加，因为近年来该地区已经成为从南美向有利可图的欧洲市场贩运麻醉品特别是可卡

因的转运地区。向东非贩运海洛因和经由东非贩运海洛因的情况日益严重，并造成海洛因滥用数目有所增加，尤

其在肯尼亚、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尤为令人关切的是，在深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影响的该

分区域，以注射方式滥用海洛因日益严重。 
 
对曲马多这种不受国际管制的合成止痛剂的滥用和贩运已经成为非洲的一个重大问题。 
 
缺乏有关非洲药物滥用规模和性质的可靠数据，是在拟订预防、治疗和康复方案上面临的一个挑战。 
 
美洲 

 
中美洲和加勒比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继续被用作从南美向北美洲市场贩运可卡因的一个主要转运区。总体而言，可卡因缉获量

2010年有所下降，可能是因为北美洲需求的减少。贩毒团伙势力日增，彼此间竞争更趋激烈，从而造成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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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情况愈加严重，凶杀率有所提高，尤其在伯利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所谓“北方四角”，毒

品相关暴力行为猖獗所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 
 
麻管局对势力强大的毒品卡特尔在“马拉斯”（中美洲地方犯罪团伙）的影响有增无减表示关切，这些卡特尔已

经实现多样化和国际化经营，如今在中小规模的卡特尔支持下开展其毒品相关非法活动和贩运活动，这就在处理

毒品贩运和毒品相关暴力行为的问题上给该地区各国政府造成新的挑战。贩毒对稳定的危害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

响均在增加，该地区受害于贩毒与暴力行为加剧尤其是与该地区毒品相关暴力行为加剧之间的联系。 
 
有迹象表明，经由加勒比分区域贩运可卡因在近年来有所下降之后再度增加。哥伦比亚主管机关报告称，近期缉

获情况多数显示，不同于缉获往年多数发生在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加勒比路线日渐重要。据估计，南美洲约有

280 吨的可卡因以北美洲为目的地，其中多数通过中美州和加勒比地区贩运，而在这些地区，可卡因的滥用也在

增加。在含有兴奋剂的药物制剂滥用上，中美洲仍然是令人关切的一个地区。 
 

北美 
 
尽管某些毒品的流行率有所下降，但北美仍然是世界上 大的毒品市场，也是毒品相关死亡率 高的地区。在北

美年满15岁至64岁的人当中，20个死亡事件中约有一个事件与滥用药物有关。 
 
在北美，滥用配方药物继续是对公共健康的一大威胁，并且仍然是该地区毒品管制工作的 大挑战之一。鉴于为

非医疗目的使用配方药物的多数用户都是从朋友或家人那里获得药物的，该地区各国政府承认需要制定药物处置

方案，包括确定所谓的‘配方药物回收日期’。通过此种举措，北美 近几年已经把数吨多余的药物从流通中收

回。 
 

加拿大第一民族社区中间的药物滥用仍然是这些社区公共健康所面临的一大威胁。 
 
在墨西哥，毒品相关暴力行为继续是对该国各地公共安全的一大威胁。根据墨西哥政府公布的数字，自从2006年
以来，毒品相关暴力行为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60,000人。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选民投票赞成允许在该州为‘医疗目的’使用大麻的一项举措，从而使该州成为美国允许

这类使用的第18个管辖区域。在其年度报告中，麻管局提醒各国政府注意，由各州主办的‘医用大麻’方案必须

根据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所述规定实施管理。 
 
美国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的选民也投票赞成允许为娱乐（即非医疗和非科学）用途而在这些管辖区域使用大麻

的一项举措。麻管局报告重申，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对为了医疗和科学等目的

而合法使用大麻等麻醉药品作了限制。关于美国通过投票加以表决的举措，麻管局注意到在麻管局报告完成之后

美国总检察长办公室于2012年12月发表的一份声明。 
 
南美 
 
关于非法古柯树2011年的种植总面积，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大幅度减少（27,200公顷），哥伦比亚（64,000公顷）和

秘鲁（62,500公顷）略有增加。南美非法古柯树种植总面积2011年估计为153,700公顷，比2010年的154,200公顷稍

有减少。 
 
2012年3月，秘鲁政府核准了2012年至2016年国家毒品管制战略。该战略推动拟订支持在古柯树种植区实现综合可

持续发展的项目并开展这类活动，对毒品供应实施管制，预防药物滥用并实现药物滥用后的康复。其主要目标包

括到2016年将古柯叶的潜在生产量减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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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大麻缉获量数目庞大令人关切，因为这可能表明，该地区大麻生产规模大幅增加。麻管局的报告吁请南美各

国政府在可能的限度内确定本国境内大麻植物非法种植和使用的规模与现行趋势，并进一步加强为打击这类种植

而作出的努力。 
 
亚洲 

 
东亚和东南亚 
 
在非法罂粟种植总面积方面，东亚和东南亚继续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自从2007年以来，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的罂粟非法种植有所增加。为了处理该地区的问题，麻管局吁请相关国家的政府以及国际

社会采取行动，尤其在替代发展和根除领域。 
 
东亚和东南亚是非法制造的一个枢纽，已经成为苯丙胺类兴奋剂尤其是甲基苯丙胺的一个日益扩大的非法市场。

2010年全球缉获的甲基苯丙胺，近半数是在该地区缉获的，2011年整个该地区的缉获数目进一步增加。用于非法

制造苯丙胺类兴奋剂的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的大规模贩运仍在继续。 
 
在该地区，处方药和含有国际管制物质的非处方药物制剂的贩运和滥用是一个严重问题。据报告该地区存在含有

吗啡、可待因和苯二氮卓的产品的缉获和滥用，这些产品要么由南亚偷运而来，要么是盗取的或是使用伪造处方

从药店获取的。 
 
麻管局的报告促请各国政府加强关于这些产品贸易和销售的管制措施。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也是一个日益严

重的问题，该地区一些国家均报告缉获了这类物质。 
 
南亚 
 
药物制剂继续从印度医药工业转移并偷运至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国家。印度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且采取了

有力措施以打击这一现象。 
 
南亚一些国家的贩毒和滥用有所增加。在马尔代夫，贩毒近年来大幅度增加；不丹的药物滥用也在增加。在孟加

拉国，缉获数据显示，以可待因为基础的止咳糖浆、丁丙诺啡和甲基苯丙胺/咖啡因合用片剂（“Yaba”）的贩运

和滥用正在增加，而印度对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的贩运似乎在增加。 
 
自从麻管局上一份报告以来，南亚各国政府已经采取步骤打击由贩毒和药物滥用而构成的威胁，其中包括：印度

拟订新的国家政策，加强其边境安全和执法措施；马尔代夫开展新的毒品管制立法；不丹实施新的药品管制；努

力根除整个地区的罂粟非法种植；孟加拉国正在拟订新的国家毒品政策；斯里兰卡在努力加强吸毒成瘾治疗队伍

并力争实现这类治疗的专业化。 
 
西亚 
 
在全球非法罂粟种植和非法阿片剂生产中，西亚主要是阿富汗继续占有 大份额。阿富汗非法罂粟种植大幅度回

升，2012年达到154,000公顷，比上一年增加18%，其原因是，34个省份中有半数的省份继续种植罂粟。整个西亚

地区安全局势摇摆不定和政局不稳，给非法活动提供了肥沃的的土壤，使得区域和国际犯罪网络从中得益，造成

非法贩毒和洗钱日益增加。 
 
在西亚部分地区，对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之类各种非法兴奋剂的需求似乎在增加。可卡因的缉获事件日益频繁，

并且数量庞大，在2001至2010年期间，可卡因缉获量增加了20多倍。2011年，土耳其缉获了589公斤的可卡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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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空前，几乎是2010年缉获数目的一倍，并且土耳其报告称，可卡因缉获数目急剧增加。这些毒品的缉获数目

稳步增加，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甲基苯丙胺等的滥用据称也在增加。 
 
各国政府之间在及时交流信息上存在一些薄弱之处，继续阻碍了为查明西亚尤其是阿富汗及其邻国化学品转移来

源而展开的追踪调查。因此，为加强情报共享，麻管局鼓励所有会员国通过麻管局安全网上全球通信平台（前体

事件通信系统）通报与化学品有关的所有非法事件。 
 
整个阿拉伯分区域的总体形势助长了中东非法贩毒的蔓延。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继续受到含有苯丙胺的伪造

“Captagon”片剂的影响。2011年，该地区缉获的苯丙胺（包括“Captagon”）为22吨，沙特阿拉伯仍然是主要

的目的地国。该地区多数国家均报告存在含有精神物质的处方药的滥用，特别是苯二氮卓和兴奋剂的滥用。 
 
欧洲 

 
欧洲非法药物的滥用近年来趋于稳定，但仍在高位徘徊。然而，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非法制造和贩运有所

增加，是西欧和中欧所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2011年向欧洲联盟预警系统报告的新的精神活性物质达49种，数目

空前。从2010年1月至2012年1月，面向欧洲联盟各国出售精神活性产品的互联网网站增加四倍之多，已增加到690
个。许多国家的政府为应对这一挑战而将单个或单独几类物质置于国家管制之下。 
 
另一个挑战是多种药物的滥用—结合其他药物、酒精和非管制物质一并消费非法药物。据俄罗斯联邦主管机构

称，该国地索吗啡的使用人数正在增加。2011年，保加利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均报告称，在注射使用毒品者中间

艾滋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的基础上新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大幅增加。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如今是贩运麻醉药品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枢纽。主要贩运路线途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

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至科索沃1，然后经黑山和塞尔维亚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由此至克罗地亚、斯洛文

尼亚和西欧。经由克罗地亚和希腊的港口贩运至东欧的可卡因有所增加。 
 
在该地区，业已查获的用于非法制造苯丙胺的地下加工厂有增无减；其中有些地下加工厂的制造能力很强。在北

欧和西欧，甲基苯丙胺似乎仍在取代苯丙胺。北欧缉获的甲基苯丙胺的数量大幅增加。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2年启动了关于“打击非法贩运和有组织犯罪以便改进治理、司法和安全状况”

的2012-2015年期间东南欧新的区域方案。乌克兰政府也在2012年采纳了其国家毒品问题战略。 
 
大洋洲 

 
大洋洲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和非法制造的严重程度仍居世界前列。然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强了对用于制造苯

丙胺类兴奋剂的前体化学品的管制，从而缉获了更多的甲基苯丙胺。在该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太平洋岛屿国

家，关于贩毒情况的信息不多，但在这些国家，有迹象表明，甚至在偏僻地区，甲基苯丙胺仍可获得，年轻人的

滥用程度十分严重。 
 
该地区可卡因的滥用程度也在增加，尤其在澳大利亚缉获了大量可卡因。可卡因贩运分子继续把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非法药物市场作为其贩运目标。所能提供的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数量众多，滥用情况有增无减，这是澳大利亚面

临的一个严重挑战。 

———————— 
 1  凡本文件和麻管局报告中关于科索沃的提法均应被理解为遵行了安全理事会第 1244 (1999)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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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管局欣见瑙鲁和纽埃政府决定加入《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然而，该地区尚

有九个国家还未加入所有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麻管局促请相关国家——库克群岛、基里巴斯、瑙鲁、帕劳、

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图瓦卢和瓦努阿图加入所有三项国际毒品管制条约。这些国家尚未批准

这类公约这一事实令人关切，尤其是因为该地区的毒品贩运和非法制造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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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情况介绍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是监督并推动实施联合国毒品管制公约的独立的准司法机构。麻管局是根据《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而于1968年成立的，其前身可追溯至国联时期根据以往毒品管制条约而设立的机构。 
 
麻管局由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选举产生的十三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以个人身份而并非作为政

府代表任职。 
 
麻管局的各项职能载述于三项国际毒品管制条约：《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麻管局与各国政府合作确保在医疗和科学用途上的药

物供应，并防止药物从合法来源转用于非法渠道和滥用。麻管局还与各国政府合作防止前体化学品从合法贸易转

用于药物非法制造。麻管局查明国家和国际管制制度上存在的薄弱之处，并通过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而协助纠

正这类情况。 
 
麻管局设有协助其实施条约相关职能的秘书处。麻管局秘书处设在维也纳，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一

个行政实体，但在与依照公约行使麻管局权限和职能有关的所有实质性事项上接受麻管局的指示。 
 
麻管局将在其活动的基础上每年公布一份报告，通过麻醉药品委员会提交经社理事会。该报告将全面概述世界各

地区毒品管制情况。作为一个公正不倚的机构，麻管局力图确定并预测危险趋势，就拟采取的必要措施提出建

议。在其年度报告中，麻管局就改进国际毒品管制情况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提出建议。 
 
麻管局还每年公布一份有关经常用于非法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前体和化学品的报告，并且将公布关于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技术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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