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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前身是一些麻醉品管制机构，第一衍主样的机构是五

十多年前建立的. 各国际条约授与麻管局一些具体-的职责. 因此，一方面麻管

局"将竭力把麻醉品的种植、生产、制造和使用限制在医疗和科学上所需的适当数

量"并"确保这方面的供应". 另一方面，麻管局将竭力"防止麻醉品的非法种

植、生产和制造、非法贩运和非法使用". 麻管局在履行其职责时与各国政府合

作，与它们进行持续的对话，以便进一步实现各条约的目的.

2. 麻管局按要求需编写一份年度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广泛地调查世界麻醉

品管制情况，使各国政府对危害各公约的目标的当前问题和潜在问题有一个全面了

解. 根据正在发展的情况，麻管局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它们在国家管制和履行条约

方面的不足之处. 它也会提出建议以便国家和国际两级改进工作. 麻管局在这

个报告里特别注意«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 ，并提请注意在执行这一公约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3. 这份总报告还有四份详尽的技术报告 1 作为补编. 这些报告是关东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物合法流动的资料以及麻管局对这些资料的分析. 此外，在 1981

年，麻管局打算出版一份特别报告.z 其中包括关于医疗和科学上使凤的鸦片制剂

供求情况的详尽研究报告和一份旨在达到供求平衡的行动计划0_ 这是应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的请求 s 而编的.

4. 麻管局共有成员十三人，他们都是以个人名义而非作为政府代表提供服务

的. 麻管局目前的组成及其成员的履历表可见第38 页附件一. 麻管局在 1980

年举行过两次常会. 在这两次常会之间，麻管局为履行各麻辞百管制条约所规定

的任务而决定的各项政策则由麻管局秘书处执行.

1 E/τ:NCB/51; E/:工NCB/53; E/τ :N CB/5 4; ~卢NCB/55 0

2 E~NCB/52/SuPPl.lo

s 决议E/1980/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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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世界情况一一综述

5. 由于六十年代后期许多国家出现严重的麻醉品滥用现象，七十年代初期在

联合国赞助下发起了一项协同行动方案. 虽然国家、区域和国际随后采取了强有

力的行动，麻管局在其去年的报告中提醒说，这种情况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更趋恶化

了，而且还出现新的难题。 八十年代开始时所作的审查表明.这种情况比以前任

何时候都要严重和复杂，而且越来越多国家都受到影响. 除非紧急采取强有力的、

富于想象力的协同行动来扭转这个趋势，否则前途不可乐观。

麻辞药品

6. 合法流动。 国际管制合法贸易制度的活动仍然差强人意。 详细情况连

同对趋势的说明另有阐述。会 但是，由于扩大生产了供出口的鸦片制剂原料，使供

过于求的问题恶化，造成不良后果。 这个问题是本报告专门一章和1981 年出版

劫补编5 所讨论的问题。 此外，古柯叶产量也远远超过合法用途所需的数量。

7. 非法流动。 鸦片仍然非法大量生产，并主要以海洛因形式贩卖。 吗啡

栓在毒品买卖中重新出现，用来转制成海洛因，这样更接近消费中心。中东-L坠

地区现在是鸦片制剂的主要非法来源。 由于东南亚国家政府采取了一些行动，加

上前两个作物年风雨不调，东南亚鸦片制剂供应量有所减少。 这些产品三部分是

在原产国里消费，但大量而且越来越多是卖到国外，主要是卖到西欧和美国。在

这些地方，与海洛因有关的伤亡事故仍频频发生。 事实上，西欧一些国家海洛因

滥用的情况已显著地恶化，引起极大不安。 虽然美国海洛因滥用总的来说已经消

除，但最近在该国东北部一些城市，海洛因滥用又有死灰复燃之势.、

8. 在许多国家里，从数量上来说，大麻及其制品(包括大麻烟、印度大麻和

印度大麻油)在非法买卖中仍占统治地位 大麻买卖总数量正在迅速增加，滥用

者人数也大量增多。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滥用这些毒品。 这些情

况的发生很可能同大麻无事论有关 科学界就大麻对健康的影响问题仍然未表示

任何意见，这可能会使许多国家里社会各阶层目益普遍滥用大麻的现象更加严重。

4 参看第 17-20 段和文件E/工 NCB/5 3 o
s 参看第37-63 段和文件 EρNCB/5 乙/Supp工· 1 0



不过.既然现有的科学证据已相当明显地指出大麻是"不安全"的，各国政府就应

加强努力劝阻使用大麻，并特别要集中力量搞针对青年和儿童的预防方案. 促请

世界科学界加速对大麻进行研究，以便迅速作出更加肯定的关于大麻有损于健康的

结论.

g. 在玻利维亚和秘鲁.现仍种植着大量主笠立，然后秘密地制成立笠垒，其

中一部分在南美洲非法使用，大量则贩运到其他地区毒品滥用现象目益严重的国家

看来这些趋势会持续下去. 一个危险的发展是吸食"古柯糊".据报导这已成为

南美洲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现在仍在蔓延. 专家观察员指出.这种吸食法很容

易导致过量，而且会产生药品依赖性和引起非常严重的心理症状，因而特别有事.

精神药物

10. 若干精神药物.如适当使用，对治疗疾病非常有用. 同样地.如使用不

当.它们对个人和社会也会十分有事.

11. 麻管局认为现在是提出总的看法的时侯了，即国际有效管制精神药物的工

作比原来想象的更为复杂，其原因在于这类物质种类繁多，在医疗上使用广.卷在

医疗以外的用途也在迅速增加.同时其中一些物质还有被秘密制造出来的极大可能

此外，国际精神药物管制制度与麻醉药品管制制度不同，它不预测医疗和科学上的

需要量，因此也无法规定产量必须符合这些需要量. 这就使得这个副友很难在医

家一级和国际上有效地监察供求情况. 现在合法制造的安非他明已且现大量过剩

的现象，很可能会造成倒卖、误用和滥用的危险. 此外，不是所有国家都向麻管

局提供生产统计资料，因此麻管局所取得的生产统计资料不能说是反映总的生产情

况.、、

12. 合法流动. 国际管制制度实施的时间还不长. 所取得的进展是: «四7

年公约》的缔约国数目正在稳步上升，现在已包括许多生产国家. 此外，许多非

缔约国至少部分地实施管制规定，并提供关于主要是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的生产和

贸易的统计资料. 麻管局根据所提供的关于表二物质的资料已做出一些分析，严

些分析表明管制不足. 第 21 - 36 段对这方面的情况有详尽的论述. 麻管局所

取得的关于表三和表四物质的生产和出口的统计资料不够充分.因此无法对世界上

这些物质的流动情况有足够的了解. 各国政府提供给麻管局的详细统计资料和对

2J



趋势的评论均载于另一份报告 .6

13. 非法流动. 被滥用的物质大量是从合法制造和贸易方百倒卖来的. 特

别令人关心的是表二所列物质. 这些物质之所以会被大量倒卖.是因为各国没有

严、格实行« 1971 年公约》第十二条第 1 款所规定的迸出口核准书制度. 发生倒

卖的另一原因是有人伪造进口证书. 此外，一些精神药物，包括表一和表二所对

物质，可从一些国家的地下制药厂里买来当毒品. 另一个复杂因素是非法生产所

需的原料很容易取得.

4品带帮

14. 就会局来说，最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因误用或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而陷

于悲惨的境地，体质退化，甚至死亡 此外，这种滥用现象还会产生经济、财政、

政治和社会后果，这些后果甚至会破坏国家的稳定. 再者，国家为采取有效的全

国行动来遏制和减少麻醉品滥用而花的费用可能是很大的. 由于社会混乱、生产

力损失，社会就更遭殃. 在一些国家，麻辞品本来是作为人类营养所必不可少、的
'飞

食品而生产的，现在却成为毁灭人类的产品. 从社会的这些极大损失中获利的只

是一小撮无耻毒犯以及'他们的非法组织和使麻醉品滥用不断螺旋式增加的在财政上

支持吁也们的贪得无厌的人. 国际社会应加强协同行动来查明这些毒犯并远?也们绳

之以法. 、气

国际麻醉品管制系统的活动

、比

、

、导言

15. 根据国际麻醉品管制条约的规定，麻管局的职责是监察麻醉品的合法流动

情况，以确保各国按规定采取措施来限制麻醉品的种植、生产、制造、贸易和使用，

以医药和科学上用途所需的量为限，并防止为非法用途而倒卖. 麻管局在履行

职责时通过书信来往和磋商不断同各国政府进行对话. 此外，麻管局在得到有关

国家政府同意时前往该国进行特别调查访问.

e E/I He B/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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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麻管局为了全面提高其工作效率，曾指示其秘书处考虑各种办法，尽早采

用现代数据处理技术，以便汇编和分析各国政府提供的统计资料. 已经进行了初

步试验，结果是令人鼓舞的. 现已进行一项可行性研究，以便最有效地使用数据

处理设施. 如果这项研究的成果证明这类设备是值得使用的.麻管局将申请必要

的经费.

麻醉药品

17. 迄今为止，已有 110个国家成为« 1961 年公约》的缔约国，有66个国

家成为修正该公约的« 197 2年议定书》的缔约国. 此外，有一个国家已直接加

入经修正的« 1961 年公约》。而且大部分尚未正式加入这些条约的国家实际上是

与麻管局合作的。 不过，麻管局希望这些国家早日成为缔约国. 尚未参加国际

麻醉品管制制度的极少数国家至少可以建立实际上的合作来协助世界大家庭. 麻

管局继续希望，麻管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存在的非正式关系以及它正努力寻求同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非正式关系将导致这种合作

18. 根据卫生组织、麻醉药品委员会和秘书长在1980年采取的行动，毛53961

年公约》各表列入了三种新药物，麻管局的职责也因而加重. 这些药物是列入表

一的苏芬它尼(sufe川anil )和剔罩定 (tilidine )以及列入表二的右旋丙氧吩.

麻管局期望所有国家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其国家立法和行动条例是与运坠决定一致

的。、飞

19. 麻管局每年印发的另外三份关于麻醉药品的报告载有各固政府根据各国际

条约的规定而提供的资料，和麻管局对所收到的数据的分析。 这些报告提供了麻

醉药品的合法需求估计量俨关于麻醉药品的统计资料，连同对嘛醉药品合法流动

的主要趋势的分析; 8 以及一份关于麻醉药品的估计和统计资料的比较性说明.9

有了这些资料，麻管局和国际大家庭便能核查各国政府是否已充分展行条约的各项

规定.

'I E/工1Sl CB/5 1o

8 E/INCB/53 0

IE/INCB/5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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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报告第 37 一 63 段讨论了世界医疗和科学用鸦片制剂的需求问题和供应

情况. 1981 年出版的补编将详细加以论述.20

精神药物

21. 迄今为止.已有 68个国成为« 1971 年公约》的缔约国. 该公约是于

1976年 8 月生效的. 但是，极为重要的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制造固和出口图，

都加入并充分履行该公约.

22. 再次促请所有非缔约国在尚未正式加入之前根据维也纳全权大会和经社理

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尽量主动履行该公约.. 麻管局特别要再次吁请各国政府迅速

提交完整的统计资料，以便对这些药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情况有一个较好的认识.麻

}管局正仔细地分析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并同有关国家当局磋商，以期进一步实现

该公约的各项目的.

23. 自« 1971 年公约》通过以来，它所管的范围第一次扩大了，多列入三种

类似苯环咬的新药物，即列入表一的 TCP ， PHP(PCPY) 和 PCE以及列

入表二的氯安眠嗣. 麻醉药品委员会作出的这些决定在 1980 年 9 月底生效尽

管局期望各国政府及时采取行动，使其国家管理制度符合这些决定，并在其提交麻

管局的报告中列入有关这些药物的数据资料.

24. 麻管局认为，应该支持关于加强管制麻醉品的创议. 因此，它欢迎这样

一个提议.即由它主持召集一个由政府官员组成的非正式工作组，负责管理麻醉品和

精神药物在主要生产、制造和出口国里的合法流动. 这个有将近20名国家医药

}管理人员参加的会议已于 1980 年 6 月在维也纳举行，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特别
是针对与精神药物的管制有关的问题. 与会者觉得，比较各国经拴以期改善国家

的管制的类似会议今后还应该举行.

25 ，精神药物广泛和目益严重的滥用以及所涉的贩毒活动，引起人们极大的不

安. 正如前面所说的.麻管局充分认识到许多精神药物的极大医疗价值，但同时

也认识到应严格加以充分管制以防止误用和滥用.

10 E/:工NCB/52/'S upp工.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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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今天，精神药物的管制情况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对鸦片制剂的管制

情况相似，那时合法制造的鸦片制剂大量被滥用和吸食. 鉴于当时的情况.制订

了新的麻醉品公约来加强管制制度. 这些文件要求各国政府向麻管局汇报全世界

麻醉品流动的情况，使麻管局有能力侦查倒卖活动，并提醒有关国家和整个国际大

家庭注意. 这个制度在充分展开之后，其工作令人相当满意，许多年来，并没有

发生过严重的从合法贸易中倒卖的活动.

27. 但是.精神药物的情况与此不同. 医疗用麻醉品的数量仍然有限.精神

药物种类却多得多，并在越来越多的医疗指示中广泛使用. 此外，这些药物在国

际上大量交易，涉及许多买卖."因此，管制问题极其复杂.

28. «1971 年公约》是在根据麻醉品管制制度所取得的经验制订的. 经过

长期艰巨的谈判，才商定了公约的各项规定. 这些规定是折衷办法，不仅反映了

内在的复杂性，也反映了国家和商业方面所涉利益. 不过，整个公约表达了国际

大家庭的协商一致意见，即为了共同的利益，需要对精神药物的合法流动加以管制

29. 所有有关方面都应记住，该公约生效才4 年，还来不及充分发挥其设想的

管制作用. 要发挥公约的全部价值，必需有更长时间，更多国家参加和在百家一

级上严格执行. 国家和国际应按照这剁瞅而努力.

30. 目前主要的管制问题一-一些物质的秘密制造问题除外一一悬合法贸易的

大量倒卖. 麻管局对公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提供的贸易统计资料的分析揭露了一

些涉及安非他明(表二物质)和氯安眠嗣(1979年移入表二)大宣出口的严重情

况.. 麻管局向有关进口国家提出的质问表明，有关物质的进口是未经许可的，也

没有提供进口证书. 因此这些出口品是出口国在即使没有收到有效的进口证书或

情况下核准出口的.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有使用伪造进口证书的. 此外，

有一些买卖是由极坏的中间人拉线的. 这些有关的制造/出口国家都是欧洲国家

交易的目的地国家是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近东和中东包括海湾地区的发展中

国家.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例是瑞士当局提请麻管局注意伪造从瑞士进口安非他峡

的进口证制证据. 麻管局立即通知目的地国家注意牌并要求检验有关进趴
书的真实性J‘ 瑞士当局、目的地国家和麻管局的协同行动阻止了这次明显是要售

卖供非法使用的药物出口.

u 参看 E/τNCBA5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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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这些事例的基础上取得的经验说明.首先需要各国严格执行« 1971 年

公约》第十二条第 1 款所规定的迸出口核准制度. 这些事例也指出所有出口国应

提高警踢. 在有疑问时，它们应确保进口证书的真实性. 此外，当要求量与目

的地国家明显所需数量相去甚远时，除非有关进口国的指定当局确认进口要求和进

口证书的真实性，才能允许出口 在瑞士的请求下，麻管局三次促请进口国加以

澄清. 麻管局随时准备为此目的协助进口固和出口国. 麻管局打算向各国寄出

一份特别通报，通知它们迄今为止已查获的从合法贸易中倒卖的事例，而这些事例

只不过象是冰山露出永百的尖顶而已. 麻管局计划在同一份通报中建议为防止倒

卖而应采取的程序性步骤.

?2 c 麻管局认为，极为重要的是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政府应毫不拖延地把负责签

发精神药物出口和进口核准书的政府当局的名称和地址通知秘书长. 这些资料如

有变动则应迅速予以订正. 如果不能马上得到这些最新的资料，对精神药物贸易

的有效管理L就会大打折扣 麻管局也提醒各国政府注意.麻委会根据公约的规定

制订的进口和出口核准书和出口申报书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使用，以期促进管理.从

而防止倒卖.

33. 在零售一级，伪造药方或药房被盗都可能造成倒卖. 在某些国家，特刻

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适当的保健服务，也没有管理销售和使用的行政机构，没

有规定必须要有药方，因此引起误用和滥用. 此外，不仅应该规定要有药方，而

且还应反对不适当的开具药方的做法.

34. 麻管局在监察国际精神药物贸易方面遇到的困难是不能及时采取行动来取

缔倒卖.这是目前各国在提供统计资料方面所采用的周期办法所造成的. 虽然公

约规定每年一次，但如果各国政府愿意每季提供一次报告.那么麻管局监察国际贸

易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从而更有效地管理国际贸易. 麻管局三在研究这个问题，

以后会提出具体建议.

35. 为了堵住某些精神药物流入非法渠道，各国务必要至少充分而忠实地执行

公约的所有规定. 它们必须特别注意这样的要求.即:制造、贸易和销售都必须

要有执照，而且要定期检查;受国际管制的药物只有经医师处方才能发药;国际贸

易必须用进口和出口核准书或申报书制度来管理.

36. 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管理，麻管局希望建议它认为值得各国政府认真研

究的其他措放. 这些建议载于第 162 - 17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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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和科学上使用的鸦片制剂的世界需求量和供应情况

37. 正如前面所说的，麻管局根据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 年单一公

约》第九条第4 款的规定，有义务努力保证提供医疗和科学上所需的麻醉品数量，

确保麻醉品的种植、生产、制造和使用不超过实际所需的数量，并防止非法种植、

生产、制造、贩卖和使用。 这项义务是在与各国政府合作下和在公约各项条款的

规定下履行的。

38. 麻管局在 1979 年的报告中满意地注意到生产器粟和婴粟杆的国家同意缩

减生产s 并希望制造吗啡和器粟杆浓缩物的国家将同样地把其产量限制在合法要求

的需求量上。 其实，原料的积累、制造能力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都会有这样的危

险，即原料生产过剩问题会转化为生物碱生产过剩问题。 大家认为应采取协同行

动a 以便在生产和制造两万面的供求之间达成令人满意的平衡。

39. 1980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敦促"尚未采取有效措施的进口国政府采取

此种措施，以支持传统供应固，并向这些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实际後助a 以防止供

出口用的麻醉药品原料的生产来源激增。"12 经社理事会又敦促"近年来提高生产

能力以供出口的各主要生产国和制造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充分限制它们的生产

量，以求恢复持久的供求平衡，并防止麻醉药品流入非法渠道。»12

40. 此外，经社理事会请麻管局"对此种情况作一详细研究并建议具体的行动

方案，以期使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在供求方面获得持久的平衡。"12 、底管局在其

1980年 6 月的会议上，适当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和情况的迫切性，尽管知道资源

有限，仍决定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对情况进行详细研究，并同各国政府探讨商定一个

行动方案的可能'比 1980年 8月开始同各国政府进行协商，\这项协商活动现在

仍继续在进行。 麻管局提议. 1981 年期间，当麻管局与主要是生产国、制造国

或消费国的政府协商完毕和收到并分析了必要的资料之后，便立即印发其详细研究

报告，作为增编的报告。"

12 决议 E/1980/20 。

18 E/工 NCB/527Suppl·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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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时a 麻管局计划继续与有关国家政府探讨有可能组成一个可接受的行动

方案的各种因素。 它在做这项工作时认识到，情况在不断变化，主要的消费国尚要

就进口政策作出决定，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大多数国家政府，包括与这件事

休戚相关的国家政府的同意，任何方案都是行不通的，也是无实际效用的。

42. 麻管局在其历次报告中照例分析关于合法需要的鸦片制剂的供求情况a 根

据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作出预测，并报告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机构为重新达成供求

平衡而作的努力。 不过，鉴于麻管局目前同各国政府正在进行磋商，而且打算在

1981 年印发上述详细报告，本报告只对情况进行简略的分析。

43. 鸦片制剂原料的生产主要依赖对可待因的需求。 在鸦片生物碱及其制品

的合法消费中主要成份是可待因。 世界上可待因消费于 1973 年达到顶峰a 共消

费 163 吨。 后来由于供应困难. 1974 年有所减少. 1975 年至 1977 年期间稳

定在 152 吨的水平上。 1978年消费又有所增加，上升到 160 吨. 1979 年维持在同

一水平上。

44. 世界可待因消费的最近演变情况是各种趋势所造成的a 而这些趋势又因国

家不同而有极大差别。 可以把每年消费等于或超过 100公斤的国家根据消费有增

加趋势，有保持稳定趋势和有减少趋势分为三类:第一类(有增加趋势)的国家比

第二类(有保持稳定趋势)的国家多得多，而第二类又比第三类(有减少趋势)的

国家多得多。

45. 但是，总消费量受主要消费国所赋以‘驯数字计算';美利坚石头国、苏

雄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法国和加拿大的消费量

加在一起占总消费量的 65%0 1978 年之前，美国和加拿大的可待~消费量明显

增加，其他主要消费国的消费量则保持稳定。 1979 年，加拿大和美国的消费量

停止增加，据报减少了 3 吨，比上一年少 6-6%。 现在还不能把这些发展解释为

这两个国家的消费量将达到稳定，但却似乎可以说增长率有所减少。

46. 我们可以提出下列看法，但这些看法不能看成是将于 1981 年印发的详细

研究报告的结论:由于主要消费国家的可待因消费保持稳定或增长率缓慢，几年内

需求量似乎不会大幅度增加。 有人争议说，把某些合成物质置于国际管制之下可

能会使这些物质为可待因所取代，从而使可待因的需求量更大。 但是，这种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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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不一定就会使可待因比已经进入市场或将要进入市场的其他

合成品占有有利的地位。 因此，供求之间的差距必须在较大程皮k以减少供应量

而不是由增加需求量的办法来缩短。

47. 1979年和 1980年期间，在印度和主要为了提取生物碱而生产婴粟杆的

国家里，婴某种植面积和原料产量都普遍减少了。 从下表可以看出，印度在1978

年至 1981 年期间大约减产50%。

印度:鸦片

年度 种植面积 产 量

(公顷) (吨)

1978 63,:685 1, 658

1979 52.082 1, 413

1980 35, 166 933

1981 31 , 000 预计 850

48. 在主旦，婴粟种植面积从1978 年的 97， 000 公顷减至 1979 年郎嗖0

公顷，从那时起便维持在这个水平上。 因为这样，婴粟杆产量从1977 年的 36.000

吨降至 1979年的 12， 000 吨，即在此两年期间减少了67%。

49. 在澳大利亚，为了用掉上一年积累下来的存货，草草案杆种植面积Y 只在塔

斯马尼亚种植)和产量从1979 年至 1980 年大幅度减少。

年度

1978

1979

1980

1981

澳大利亚

种植面积 产量

(公顷) (吨)

6 , 854 ,4 , 640

8 , 774 7 , 665

1 , 531 1 , 179
/1

3 , 400 预计 2.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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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当局努力把婴粟杆产量维持在与国内外鸦片制剂需求

量相当的水平土a 贮存量维持在最低水平。 任何预料不到的存货积累都会导致

种植面积减少s 以便把过剩存货用完。 在澳大利亚，以婴粟杆浓缩物形式制造的

吗啡产量从 1979 年的 34 吨降至 1980 年的 3 1 吨。 1981 和 1982 年估计每年

为 27.5 吨，即在两年期间减少20%。

51. 在盖里，婴粟种植已经减少，浓缩物产量目前只比国内消费需求量略多一

点。 此外，法国一直进口鸦片一-虽然数量逐渐减少，这些鸦片都制成其他产品

以满足出口需要。

52. 吗啡和浓缩物的总产量从 1978年的 212 吨减至 1979 年的 187 吨， 这

个数量非常接近医疗和科学上需要的水平。 人们可能从这些减少中得出乐观结论:

似乎在恢复供求之间的平衡方面已取得进展。 但是，当人们深入一层考虑某些国

家的情况和以后三至四年的可能发展a 这种乐观态度便站不住了。

53. 印度出口的鸦片数量在 1976 年达 1 ， 085 吨，从那时侯起便一直下降，

减至 1980 年的 650 吨， 1981 年很可能还会更低。 在主要的进口国中，只有美

国、苏联和日本还保持从印度进口同样数量的鸦片。 有意义的是，虽然 198σ奄

鸦片价格从每公斤 6 0美元降至每公斤 5 0美元，但是出口仍在减少。此外， 1975

年从鸦片提取的吗啡数量占制造出来的吗啡总数量的 65 %; 1979 年则不虱40% 。

最后，印度鸦片贮存量在 1976 年为 285 吨，到 1980 年增至大约.1 800 吨。在此

期间，制造商的鸦片存货保持在大约 400 吨的水平上。 \

54. 出口减少，价格下降，用于提取生物碱的原料减少，存货增加等，这也是

主主兰最近几年情况的特点。 婴粟杆出口量从1978 年至 1979 年下降了 5996。

出口的婴粟杆的价格目前大约是两年前的三分之飞 目前婴粟杆手货达66，000

吨。

55. 由于生产国作出了决定，在调整原料生产以满足当前需要方面已经取得很

大进展。 但是，生产国过剩的存货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还很可能会增加，市场也

由于价格压得太低而受害。 此外，世界似乎处于第二次危机的边缘，其特征是吗

啡和浓缩物产量过剩和市场竞争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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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970 年世界用鸦片和婴粟杆制造吗啡的能力是176 吨。 从那时起，制

造能力又增加了124吨如下t

澳大利亚 4 0 吨

法国 20吨

西班牙 4 吨

土耳其 6 0 吨

如不计算 1970 年未使用的能力，则目前制造吗啡的能力可以说已至少增至 300

吨( 176加 124 )。 由于世界对鸦片制剂的需求量没有按比例增加，现有能力民

充分使用是与达成千衡的愿望不相容的。

57. 最后，麻管局愿强调某些重大的考虑，它认为这些考虑应影响各国政府苍

按照各条约规定的国际管制制度的目标来处理问题时所采取的政策。

58. 从情况调查中似乎可明显看出，在生产鸦片和婴菜籽以供出口的生产国中

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历史最久的生产国占有特别位置，值得给予特别考虑和实际支

助。 在这两个国家里，婴粟种植已有很长的历史，而且数量很大，现在已成为文

化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聚居着几十万依赖婴粟生活的人民的地医7飞罄勇

种植在经济和社会上都极其重要。 换种其他作物的可能性很有限，婴粟种植面布

的缩小现已在经济和社会上引起不良效果。

59. 印度的情况是:它需要国际大家庭给予支助，允许它处理过剩的鸦片存负

并协助它销售已大大减少的鸦片产品。 同样地，土耳其在处理其过刻的器粟杆苟

货方面需要国际大家庭给予实际援助，并在它的生物碱工厂开始投产时协助它销售

罄粟抒浓缩物。在这方面s 各国政府也许愿意注意土耳其和联合国之间的谅解，书

据这项谅解，土耳其政府在联合国的鼓励和援助下，决定在有采管制下生产婴菜和

而不再生产鸦片。

60. 另一方面s 在暂时供应困难时期s 某些国家投资于新的或扩大的生产和帝

造设施和昂贵的管理系统。 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投资已超过满足国内需要所需在

资，造成产品大量出口。 因此，经社理事会和麻委会的各项决议促请这些国家头
幅度限制其生产水平。 建议这些国家考虑调整其生产，把重点放在满足自己国民

消费的需要上。至于出口，则尽可能加以节制，以免使已有长期历史的生产国老

逐出其多年来所依赖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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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由于生产国维持过多存货，使管制制度产生不必要的紧张，而且使生产国

承担不公平的负担。 国际大家庭应考虑如何把孩总存货较安全和较公平地转移到

制造商的仓库和消费国的特别仓库里。 麻管局欢迎各国政府提出实现这个目标的

建设性提议。

62. 麻管局愿意指出，由于安全的销售制度和稳定充足的供应是符合公共利益

的s 因此医疗和科学上所需鸦片制剂的市场从未让自由竞争的力量单独起作用。但

是，目前生物碱的价格跌得太低a 致使原料卖价抵不上包括管理费用在内的实际生

产成本。 这种情况值得各国政府仔细研究，因为它涉及管制的效率和稳定供应的

保证。

63. 目前的供应过剩现象是生产固和消费国政府在需求高涨期间对暂时难于得

到充足供应而作出互不协调的过分紧张反应所造成的。 重要的是各国政府不要试

图以互不协调的方式来处理目前的情况，相反，应促使市场恢复过去所特有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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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情况的分析

64. 条约所确立的蜀际麻醉药管制制度，归根结蒂要由各国当局来负责执行，

原因是它们，也只有它们s 才能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管理这些物质的流动a 底管

局的黄任是与各国政府一-无论是缔约国还是非缔约国的政府一合作， 帮助它1fJ

达到这些条约的目的。 在分析世界和各国及各地区麻醉药的管制情况时，麻管局

利用了各国政府、联合国机劫、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国际组织所提供的资料。 扇

管局特别注意那些麻醉药滥用、非法贩运、无限制地生产或非法生产麻醉药原材料

等问题严重的国家，或者产生特殊问题的地方。

中东和近东

65. 正如麻管局在前一报告中所预计的那样，可获得的资料证实这一地区是兰

前世界上非法鸦片制剂的主要源地，这些非法鸦片制剂大量地贩运到百欧和北美副

主要消费中心。 原材料的主要生产国还是阿富汗、伊朗及巴基斯坦，这个地区由

其他国家则被当作集结和过境地带。 该区域某些地方局势不稳定，影响至1对鸦到

生产的控制或改进。 尤其是有些生产是在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的边远地区进行的。

另外，在一些国家里存在着大量的滥用麻醉药的人s 这就剌激了这种生产的增加。

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个区域里非法生产的鸦片必然会越来越多地被提炼成海洛因牙

其他鸦片制剂s 从而使当地人民承担更大的风险，并更加方便走私4的犯罪活动。

由于精神药物和大麻方面的非法活动，问题的范围也必然会扩大.

66. 要在减少鸦片和鸦片制剂的非法生产和不受管制的生产方面取得长足的量

展s 就需要综合的农村发展并需要能改变婴粟农收入来源的盆产@ 为此目的而号

订的方案，应在所有生产国里紧急地执行，并分享所取得的经验。 为了有效地步

少吃持应，这种方案必须与加强法治以及治疗当地吸毒者和使他们恢复正常的措施

起执行。 此外，为了对非法供应施加最大的压力，那些受到影响但对暴菜生产伯

况只能作估计的国家政府，也许愿意利用现代化的拔术方法，来查证这种生产的习

度和地点e 而且s 反对非法贩运的区域性行动也需要加强。

R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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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国际社会为了自身的利益，应把此事作为重点 s 及时地正面地来响应对援

助自要求a 管制局准备继续控制发展，并为具体事例作出关于进行补救行动的建

议。

阿旨汗

i8. 1979年s 阿富汗大概生产了几百吨鸦片，其中部分是由当地消费的。在

大2 数一贯非法生产鸦片的地区中所发生的事件，无疑地导致了1980年收获量的

减三。

i9. 联合国在阿富汗进行的管理麻醉药的活动，也受到了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

件自影响a 批准给巴达赫尚省的一个卫生项目和上赫尔曼德流域的一个大型农村

发展项目，不幸在目前还不能有所进展，而从1974 年起开始的执法项目的活动s

目前只限于在喀布尔进行。

70. 1980年 3 月，管制局曾邀请阿富汗政府派一名代表到管制局总部，向管

制局介绍该政府目前管理麻醉药的政策，并转达资料，以便为消灭鸦片的非法供应

和加强与滥用麻醉药和非法贩运的斗争，提出建议和措施。 管制局正在为重每8

话而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塞浦路斯

71. 政府当局认为严重滥用麻醉药的问题并不存在。 但在最近几年，塞浦洛

斯已成为欧洲和北美麻醉药贩运者的集合点s 而且那些主要从事贩运大麻的悬挂不

l同国旗的船只也把这里当暂时的集结地区a 此外还有迹象表明s 贩运的毒品包括

鸦片和海洛因。

72. 尽管资源有限，塞浦路斯执法当局已表示决心要与正在出现的非法过境贩

运作斗争。 管制局认为国际社会应对塞浦路斯值得称赞的努力给予有力的支持，

以便防止这个国家变成一个主要的非法贩运中心。

埃及

73. 在埃及，被滥用的药品主要是鸦片、大麻踏和精神药物。 1979年安非

他明和巴比二拦酸盐的缉获量与前一年相比，大大下降，其原因是由于执法工作的重

点有所改变，而不是由于这些物质的黑市供应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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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非法种植鸦片婴菜和缉获婴果作物的事情，在上埃及已有所报导.主管当局

为此非常关心，认为除非及时采取断然的行动，否则埃及便有可自以为非法鸦片和

鸦片制剂的另一个产地，并且这些非法产品会进入国际市场。 缉获的鸦片量的却雷

度增加，证明了这种关心的正确』比 埃及政府和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正

在商讨一个项目，目的是为了加强埃及防止非法种植婴栗的能力-

75. 埃及已与土耳其及其他国家签订了双边协定，以便更密切地协调活动，取

缔麻醉药的非法贩运，

76. 对于埃及当局在事情一开头就注意禁止贩运者企图建立新的鸦片田，管制

局表示欢迎。

伊朗

77. 当局估计将近有一百万人吸鸦片制剂，显示滥用麻醉品的情况严重a 这

一极大的需要量剌激了在这个国家内的非法生产和贩运s 而在局势不稳定的地区，

问题更加严重- 据报导，在最近几个月里当局缉获了吗啡碱和海洛因，并且拆毁

了海洛因提炼室。 此外，精神药物也已被缉获，但对它们的滥用情况还不清楚-

有关当局报导，已正式禁止婴栗的种植，并且它们打算为治疗吸毒者而制订:》个新
的方案。

78. 鉴于滥用麻醉药问题的范围牵涉到百分之三的人口和许多年运丸，需要针

对问题的各个方面及时采取有效的行动@ 这种行动应该确保统凶慕的法令得到

执行，并有效地阻止鸦片制剂的非法贩运，包括封锁国际非法贩运的途径。 管制

局建议与该国政府继续对话。

黎巴嫩

79. 所有可获得的证据表明s 黎巴嫩管制麻醉药和滥用麻醉药的情况已经全面

恶化了@ 黎巴嫩的动乱深重，当然不利于处理麻醉药问题，但这个问题对这个国

家和全世界是如此地严重，所以再也不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也不能再漠不关心

了.

80. 1979 年，在西欧所缉获的所有大麻中，近60%是产于中东s 而其中黎

巴嫩估计占了大多数- 此外迹象表明可向非法市场提供100 吨大麻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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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根据最近来自黎巴嫩当局的消息，青年当中滥用海洛因的人数增长很快，

尤其是在贝鲁特地区，在那里可以获得国内消费和非法出口所需的海洛因。 据报

导s 到 1980年 8 月底为止，海洛因的缉获量比前一年将近增加两倍。

82. 一些对精神药物的非法需要量s 无疑地是存在的。 但黎巴嫩主要是这些

、物质的过境点，这是令人极为关注的情况。 建议政府当局采纳< 1971 年公约》

第 1 3 条关于禁止进口的程序来作为管制的一个步骤s 并成为公约的缔约国。

巴基斯坦

83. 巴基斯坦是生产鸦片制剂、贩运和滥用底醉药的重要中心。 由于非法生

产的鸦片远远超过了当地的消费量，剩下可供国外非法消费的鸦片制剂数量是傲

的。 当地也非法生产大麻。

84. 虽然 1979 年和 1980 年鸦片大量减产，但非法的储存也许抵消了这种减
少e 此外，在阿富汗生产的鸦片，走私入巴基斯坦，使那里获得更多的鸦片。

85. 该国政府已经颁布法令，完全禁止麻醉药的使用、拥有:、销售、制造和贸

易或贩运。 医药用的麻醉品是唯一的例外。 根据 1961 年的公约s 政府在1979

年采取了消灭半医药性使用鸦片的措施。 以前是合法的鸦片销售商店被关闭了"

政府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防止以前这些鸦片商店的顾客转向黑市，因此它们正在建

立医疗设施s 来治疗吸毒和其他疾病。

86. 在西北边省发现并缉获了把鸦片制成吗啡和海洛因的秘密葫药凡 这种

药厂威胁着巴基斯坦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87. 当局表示s 在非法贩运中s 精神药物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但由于缺乏设

备和资金，它们感到很难控制局面@ 管制局欢迎该国政府决定执行 <1971 年

公约》第 1 3 条，禁止进口条约规定的物质s 来有效地对付这个问是忌 作为第一

个采取这种保护措施的国家，巴基斯坦已禁止进口所有这些物质s 但有三种除外s

即:苯乙吸唆确、苯巴比妥、氨甲丙二醋。

88. 巴基斯坦当局认为，解决非法生产的基本办法是除了执行法律之外s 同时

要改变罄菜农的收入来源。 当局已有许多分阶段的方案，以逐步减少鸦片的非法

生产，并用其他作物来代替罄粟，同时治疗和恢复吸毒者的健康。 政府正在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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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而动员力量。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方案是在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品基金的合作'

下进行的，其中包括一个试验性项目- 管制局希望尽一切努力来加速确定合适的

作物和其他改变收入来源的形式，以便在鸦片生产地区尽可能迅速广泛地实施这些

办法- 管制局注意到这个综合发展方案包括了许多需要外来资金的项目，因此强

烈要求国际社会能及时作出肯定的答复。

89. 管制局赞扬该国政府管理麻醉药的综合办法，其中包括立法措施执行、

治疗以及农村的综合发展画 在 1981 年初，应巴基斯坦麻醉药管制局的邀请，一

个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工作团将访问巴基斯坦，以便获得关于该国政府在麻醉药管

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的第一手资料-

主主是

90. 对制造药用鸦片制剂所需的婴粟杆的合法生产的管制系统，继续在发挥作

用.取缔了鸦片生产.

91~在非法麻醉药品方面，政府当局正在实施有力措施.来与贩运者作斗争.

这些人利用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在主要非法生产中心和非法消费中心之间搭桥二、除

了要对付越来越多的经过土耳其运往他国的鸦片制剂外.官方当局还要对付在土耳

其和伊朗边界两边出现的秘密海洛因提炼厂的问题.

92. 大麻的缉获量大大增加. 已侦察出大麻的非法生产，但步缉获的大多数

麻醉药估计是来自黎巴嫩.

93. 除了实行有力的管理和执法措施以外，土耳其重新努力促进双边的、区域

性的和区域间的合作，来与毒品贩运进行斗争. 与埃及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已

签订了有关这种合作的议定书;政府还正在考虑与其他国家签订类拟议定书的谈判.

这个值得称赞的行动加强了区域性的合作，可以加以扩大，来进一步包括其他国家，

特别是发生非法消费的地方. 在 1980年，政府和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品基金签

订了一个项目协定p 来继续向联合国自1975年以来就支持的执法机关和海关部门

提供援助.

Q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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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地区

94. 这小地区有可能发生程妒重的麻醉药问题p 原因如下:一方面它地理上
处在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 P 传统上便是一个重要的走私之路;另一方面移民工人

大量流入.特别是来自埃及、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移民工人，万便了麻醉药的流动.

而且，这个地区的财富正在增长，也会吸引非法贩运.

95. 一般而言，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非法贩运麻醉药的影

响，它们不是过境国便是消费固，或是两者都兼 这个地区不生产麻醉药品.而

是从其他国家，尤其是从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黎巴擞等生产地区走私进来的.

走私的路线有时经过印度.

96. 主要的毒品仍然是大麻. 这种麻醉品主要出产在黎巴嫩p 今年这里非法

种植的大麻丰收p 令人深为担心. 阿拉伯联合酋长图在 1979 年一共缉获了 178

公斤的大麻醋，而在 1980 年的头两个月里已缉获了 300 公斤. 鸦片是这一地区

所滥用的另一种麻醉品. 直到最近，贩运的毒品中基本上还不包括吗啡和海洛因，

但据阿拉伯联合酋长图报导说，在 1979 年缉获了少量的海洛因. 到目前为在还

没有报导古柯硅的贩运.

97. 对世界这部分地区的一个重要威胁是日益增长的精神药物的贩运，这是由

于合法贸易中的漏洞而使其更加恶化的. 好几个国家报导缉获了大量的安眠踊，

这种药物产于欧洲，但经印度和巴基斯坦转口. 当局在苏丹港缉获了容量的右旋

安非他明药片. 这一麻醉药产于欧洲p 经沙特阿拉伯转口.

98. 由于海湾地区存在着滥用和贩运麻醉药的可能性y 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

必需坚持国际管制麻醉药的条约，颁布和执行立法p 以及在区域一级协调这种立法.

此外.有效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合作不仅要在警察和海关当局之间进行，而

且也要在保健服务部门之间.在每个国家内和在区域一级进行有效的合作. 1980

年 3 月在科威特为执法人员举办的区域性讲习会上强调了这一点.该讲习会的组织

者是麻醉药品司和东道国科威特政府.

f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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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和东南亚

99. 虽然这个区域现在已经不再是世界非法鸦片制剂的最主要源地，但目前它

仍是第二重要源地. 出产国仍是缅甸、泰国和产量较少的来挝. 缅甸政府和老

挝政府已作出方案，来消灭非法的婴粟田.用其他作物来代替.制止非法贩运并减

少需要量. 这些方案取得了积极的结果. 但鸦片产量的急剧下降.主要是由于

气候不好，这种不利的气候状况继续了两个作物年. 这使有关政府能喘一口气p

来巩固和扩大它们管制麻醉药的方案，并为对付贩运者企图在正常气候条件下获得

大量的鸦片生产作好准备.

100. 在消灭婴粟和作物代替方面要取得有效的成果，必须彻底掌握非法婴粟田

的实际地点和规模. 有关政府为此目的，也许愿意考虑使用新的工艺，如在墨西

哥成功地使用了的遥感系统等.14

101. 过境国也应利用上面所提到的喘息的时间y 来加强国家的执法能力，并进

一步改进区域性的协调. 此外，所有国家拙作出重大的努力，来阻止和疚之对

毒品的需求.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当地的需求大F 就必然会支持非法生产或

为非法生产的永久化创造条件.

缅甸

102. 政府已从当局所采取的反对非法种植婴粟和非法贩运麻醉药蹄清力行动中，

获得了重要的成果. 从可获得的资料中表明F 大规模的非法婴粟田已毁掉，在去

泰国的路上展开的缉私工作，打断了目前这一地区的鸦片贩运. 在本作物年里，

鸦片生产总量估计要比五年前产量下降三分之二. 除了加强执法以外，政府的综

合性管制麻醉药方案也包括改种其他作物以及通过防止、治疗和恢复健康等措施来

减少需求. 政府的活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其中包括一项与联合国管制滥用

麻醉品基金联钳行的方案. 虽然这项万案才进行了几年，但其成效证明这个有

案是值得延长的- 管制局几年来与该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建设性的对话，并怀着样

大的兴趣注意着这个国家的各种努力，对到目前为止Ff取得的可观的成果感到满意。

在鸦片生产地区，帮助婴菜农改变他们的收入来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可靠办法，管

14 见下面第 125 、 12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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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局希望加快努力，以便在生产区实现这种可能'民a 为了减少非法生产，政府无

疑地将愿意在执行法律措施的同时，也实施上述方案a

泰国

103. 官方当局继续它们的执法工作，缉获了数量可观的毒品。 它们不仅缉获

了海洛因和其他鸦片制剂，同时也缉获了大麻和秘密制药厂。 政府正在强调在非

法生产集中的泰国北部销毁婴栗。 政府的总方案是在一个综合协调的基础上进行

的，因此这个方案不仅包括执法工作，同时也包括改变器粟农的收入来源、销盒上

的安排和减少需要量。 通过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和泰国政府进行的补助性项目，

这个方案得到了支持和补充。 国际社会还记得第一个管制麻醉药的国到方案是由

麻醉药品司和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品基金在将近十年前于泰国开始的e 一个已完

成的项目是这个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s 它已成功地确定了代替作物和销售的可能'比

泰国政府在联合国管制滥用底醉品基金支持下于 1980 年开始执行一个新的项目，

把这些成果向各个地区推广。 另外，为了推广试验项目的成果，政府正在制订一

个大的方案。 这样一个庞大而重要的项目，必然需要国际金融机持和双边来源提

供大量的资金援助。 管制局支持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品基金关于要求国际社会给

予及时的积极响应的呼吁。

104. 泰国所推行的办法，必须在管制局一再重复的一个必要前提下进脊，即要

彻底解决非法鸦片生产问题s 需要从经济和社会两方面一起下手s 包括这交收入来

源、减少需要量和执行法律。 如果要控制和减少麻醉品的各方面问题s 就必须有

!力地和协调一致地采取这种行动a

105. 管制局建议与泰国政府继续对话，以便密切注意情况的发展，并尽可能地

协助该国政府。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06. 这个国家是非法鸦片的传统产地，生产的鸦片供当地非法消费鸦片和在国

际上贩运a 管制局已主动与其对话，目的是为了弄清生产和滥用的情况J' 并找出

管制局能协助老挝政府执行« 1961 年公约》的办法。\管制局的一个工作组在几

年前曾建议联合国禁毒基金积极响应该国政府为了管帝u麻醉品而提出的援助要求

管制局高兴地得知禁毒基金已协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国际机构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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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一个基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项目。 这个项目也为管制麻醉品的活动提

供了一个起点。 管制局仍然准备援助该国政府。

马来西亚

107.在鸦片制剂的非法贩运过程上?这个国家是一个过境点. 最近鸦片制剂

缉获量的急逐下降，也许部分地反映了主要在缅甸和泰国的生产的下降.吸海洛

因是国内的主要问题. 吸毒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许多年轻人，估计为25万

人，相当于整个人口的296左右. 当地的需要量很明显地剌激了在这个医家内把

吗啡转成海洛因的生产.

108. 该国政府极为关心吸毒和贩毒的问题，正在采取措施来对付它们，包括加

强执法措施和治疗及恢复吸毒者的健康. 对法律也作了修改3 以给予贩毒者最重

的惩罚.

新加坡

109. 新加坡为了防止吸毒问题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近十年来采取了有力的

行动. 在所采取的措施中有:建立中央麻醉品局y 加强关于对吸毒者进行程勒治

疗和制定对违反麻醉品条例者进行严厉惩罚的法律. 滥用海洛因的人已减到少于

l 万人. 滥用精神药物的人数有所上升，但当局正在采取措施来制止这称倾向，

例如严密控制开药方等.

香港地区

110..吗啡和海洛因继续走私进入这个地区. 此外还非法地制造鸦片制剂，在

1980年期间缉获了秘密制药厂. 滥用海洛因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吸毒

成瘾的人中，要求治疗的人数增加了，这也许是由于这个地区从东南亚获得的海洛

因减少了. 迹象表明P 这种短缺也许会吸引来自中东的贩运.

欧洲

东欧

111 .虽然一些东欧国家报导了对鸦片制剂的有限的非医药性使用3 但麻醉药的

滥用在整个东欧是不怎么严重的 当局继续努力控制经过它们领土的过境贩运，

并防止发生从合法途径取得麻醉品来滥用的个别事件

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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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过境贩运.特别是来自近东和中东的大麻和海洛因的急逐增长，以及当局

与之进行斗争的高度警觉.可以从缉获的次数和缉获的数量中看出来 例如‘在

1980 年上半年.保加利亚'没收了 1 6 公斤海洛因‘是 1979 年整个一年的两倍.

咽在 1980 年的前九个月中，南斯拉夫当局没收了超过265公斤的海洛因，其中包括

时四月份一次缉获的8 0 公斤.

113. 应苏联麻醉药常设委员会主席的邀请，管制局主席于 1980 年 1 0 月访问

了莫斯科，使他有可能亲自了解苏联成功地采用的关于管理麻醉药和精神药物的制度.

针对留际麻醉品的管制体系.双方也交换了观点. 此外还与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举

行了有益的讨论.

-百欧

114. 滥用麻辞药、非法贩运的情况和毒品引起的死亡率急剧恶化的趋势继续有

增无减.25 没有一个国家不受到影响，而且情况已到了危险的程度. 大量的缉

获量表明海洛因很容易从中东产地获得.而这种威胁正在增长. 实际上，在 1980

年上半年期间，在西欧或在运往该区域的途中，缉获600 公斤产于中东的海洛民2、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发展.因为 1979 年整年中，只缉获 400公斤多一点的产于中东

而、加J欧的海洛因. 前景是这样:如果目前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1980 年所缉

获的这种海洛因.也许会是 1979 年缉获量的两倍.

11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目前是最受海洛因折磨的国家. 这种毒品来自中东，

主要经过巴尔干国家和奥地利，走私进入该国的. 荷兰目前不再是重要的过境和

战售点.就象东南亚已不再是重要的海洛因产地一样.

116. 在西欧还把明显的产于中东的吗啡，非法地制造成海洛因 λ 、在意大利北

部和马赛尔地区.发现了秘密的提炼"F.说明法国和意大利贩运者的犯罪活动是有

联系的. 这些发展引起了严重的关注.

15 例如在 1973 、 1975 、 1979 和 1980 年(至 10 月 31 日) .丹麦(人口

500 万)报导由于毒品引起的死亡各为 55 __ 61 、 125 和 105 人;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人口 6， 200 万)报导为 106 、 188 、 623 和 410 人;而意

大利(人口 6. 600-万)报导为 l 、 26 、 129 和 145 人，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死亡人数与各国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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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古柯险很容易获得，在整个西欧.对这种麻醉药的滥用越来越严重. 好

几个国家报导了它们缉获大量的古柯桂，通常是在飞机场截到毒品. 大多数没收

的麻醉药显然是企图贩运到百洲滥用.但也有大量的毒品是准备转口到中东或北美

的. 在英国所缉获的古柯糊，也许是准备就以这种形式来进行滥用，也可能是准

备在这个国家内提炼成古柯硅.

118 ‘大麻及其产品的非法贩运量仍然很大. 这种毒品被广泛地使用，预计在

大多数西欧国家中只会有增无减. 从缉获的大量大麻看来，呈然有些麻醉药产于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和哥伦比亚及牙买加.但近东和中东以及摩洛哥是走私

到百欧的大多数大麻的主要产地.

119. 对某些精神药物的滥用的趋势也在上升. 这些药物可以从合法的制造和

贸易中盗卖出来.也可以从秘密的制药厂中获得o 1979 年期间.在好几个西欧

国家中. 16 查获了这种制药厂. 另外.好几个国家报导了通过偷盗药店和开假

药方来盗卖药物的事件.

120. 过去的几年里.一些欧洲国家制造的精神药物大量转入国际渠道，包括安

非他柳州翻，这两种药物都是属于« 1971 ~协约》表二所管制的. 发洼这

种大量转卖的主要原因是公约第1 2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进出口核查制度没有在所有

的出口国中实施. 这些事牵涉到三个洲和对自由港的滥用. 管制局军在与有关

国家联系.伴能采取补救行动来制止这种转卖. 管制局也正在翔已经暴露出来的

有关转卖的事实，来提请其他国家注意.以便使当局能采取先发制人远保护性措施.
121. 1980年 2 月至 3 月，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的欧洲议会开会讨论共同

体是否需要采取行动来与滥用麻醉药和贩运作斗争. 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

与麻醉品原料生产国合作，执行一致的战略. 该决议也要求在管制麻醉药方面进

行更广泛的合作. 为此目的.上面所提到的九个国家再加上瑞典组成了"蓬皮杜

16 1979年期间.七个安非他明和一个甲基安非他明制药厂在英国被查获，两个

安非他明制药厂在荷兰被查获.一个在爱尔兰而另一个则在比利时. J

U 见上面第 2 1 段至 3 6 段和下面第 162 段至 169 段.

18 比利时、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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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打算在欧洲理事会的范围内工作.并由该组织的秘书处来为之服务. 正

如管制局所重复强调的那样.如果要采取反对滥用麻醉药的有效的统一行动.那么

这种区域性的和区域间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美洲

北美

122. 这个受到非法生产、贩运和滥用为害的区域，积极地与这些问题作斗争.

为此目的.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在它们自己之间，以及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之

间，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E:拿大

123. 麻醉药的滥用正在扩大，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虽然大麻是滥用最多的毒

品，但海洛因对健康的危害最严重. 此外，古柯硅和复合麻醉药的滥用正在增长。

生产大麻液剂和好几种精神药物的秘密制药厂.已被查获-

124. 鉴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希望该国政府能对麻醉药管制给予适当的高度重

视. 在对付整个北美所流行的精神药物的滥用方面s 如呆加拿大能与这个区域的

其他两个国家一样.尽早成为« 1971 年公约》的缔约国的话，将会是非常看利的.

墨西哥

~25. 人们还记得在几年以前，墨西哥出现了非法生产和贩运鸦片制剂的严重问

题. 在早期，该国政府就认识到问题的所有方面.并及时地制订了政策来处理它，

而且又把政策转为具体的国家行动. 同时，该政府也与其他有关国泵密切合作.

墨西哥的成功的方案包括了有力的、灵活和创造性的措施.技总措施使墨西哥的来

源于国际非法贩运的鸦片制剂的数量急逐下降. 对照本报告其他地方描写的总的

阴暗景象，墨西哥当局所采取的行动是值得推荐的.并且是值得具有同样问题的国

家仔细地加以研究的，以便根据它们国家的情况来仿效.

126. 墨西哥政府继续坚持与非法生产、贩运和滥用麻醉药进行有力的斗争.它

的方案强调消灭婴果和大麻作物.利用遥感系统来及时地侦察出非法的种植.以便

在收获前就有可能加以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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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墨西哥仍然是把中美和南美及其他地区的非法麻醉药贩运到美国和加拿大

的过境点. 大量的欧洲制造的安非他明药粉已在墨百哥边境内进行非法加工.准

备贩运到加拿大和美国'. 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一些制造者缺乏警惕.也由于有

些国家没有实施出口管制. 正如以前所说明的那样，管制局正在与有关国家一起.

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

128. 大麻继续是墨西哥最主要滥用的麻醉品，而海洛因除在北部边境的城镇以

外，没有被广泛地使用. 非医药性地使用刺激剂和镇静剂的现象正在增多.

129. 应该国政府的邀请.管制局将尽早派遣一个工作团到墨西哥去.

美利坚合众国

130. 海洛因仍然是最严重危害民众健康和社会的麻醉药. 就全国来说， 自

1976 年以来，在海洛因的供应和滥用方面、在与海洛因有关的死亡和在吸毒成瘾

者中要求治疗的人数等方面.统计数字一直在下降， 但在东北大西洋沿岸的大城

市里，最近出现了严重的相反的趋势. 当局对此非常关心，并已开始了一个特别

的综合性行动方案，来抵制和阻止这种新的海洛因威胁在全国其他地区发展起来.

这个方案包括由美国本身和与其他国家一起来加强执法和禁毒的活动，以及安排紧

急治疗. 至于毒品的来源，当局表示所缉获的海洛因中，有将近三分之二是产于

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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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当局所作的调查证实了以前的估计，即古柯澄的滥用正在上升，尤其是在

18岁至 25 岁之间的青年人中. 这种趋势在当局的估计中反映出来，即在 1979

年古柯硅取代了过去是非法麻醉药收入主要来源的大麻烟. 不过，对大麻的广泛

滥用仍然存在. 虽然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在 12 岁至 17岁之间的青少年中，吸

印度大麻的人减少了;但那些年轻时染上丸麻烟瘾的 26 岁以上的人，仍然使用大

麻. 当局表示，大麻多半是从外国走私进入美国的，主要是从哥伦比亚;但也有

一部分是在国内非法生产出来的，主要是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的部分地区。 在美

国滥用的所有古柯栓，几乎都是在秘鲁和璃利维亚非法地从古柯叶生产出来的，并

在哥伦比亚加工成为盐酸古柯硅.

132. 国内非法制造的、从合法来源转买出来的以及从国外走私进来的大量精神

}药物，也使人深为担J飞 苯环咙目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到处都买得到，而且

价格又低. 安非他明和甲安非他明也是突出的毒品 D LSD 的来源已增加，但它

的滥用程度还比不上苯环咬或安非他明. 由于执法工作有效s 已破获了许多制造

这些药物的秘密制药厂 美国儿年来一直实施« 1971 年公约》的规定，并在

1980年成为缔约国 o .\

133. 美国在联邦一级的执法方案的重点是找出和制止麻醉药贩运者中首脑人物

的活动以及有组织的犯罪纲，并把他们绳之以法. 这就特别需要重点进程:与麻醉

药有关的金融调查旷 在 1979年，经过这种调查s 缉获了 1 ， 30Q万美元的贩运

者的资产. 非法贩运在金融方面涉及的数额之大，已在当局的估计中壶示出来，

l 即在 1978年，非法麻醉药的销售额在440亿至 630亿美元之间.

134. 一种有利的发展是有些立法机构颁布了关于禁止拥有、制造、销售或宣传

麻醉设备的法律. 这些法律的目标是明确地告诫滥用麻醉药的Jkf非法使用麻醉

药是不允许的.

135. 美图在它的国际管制麻醉药方案之下进行许多双边和多边的活动.美国

和其他国家合作采取了便于调查 检举和引渡麻醉药贩运者的措施. 为此目的，

美国和哥伦比亚在1980年 9 月签订了一寸综合性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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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海、中美和南美

136. 加勒比、澎也区一一主要是牙买加一一出产大麻，除供当地使用外还贩运到

外. 有些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是国际非法贩运的过境点.

137. 在南美J 大量古朽叶古柯淦和大麻的非法生产，仍然有增无减. 在9

产国国内的习惯是嚼古柯叶和吸古柯糊，而古柯硅和大麻主要是贩运到国外 o I~

题已很严重的非法贩运的范围，在最近已扩大到包括精神药物.

138. 玻利维亚和秘鲁仍然是世界上古柯叶的两个主要生产国;而古柯硅主要哥

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继续进行非法制造. 大麻的生产面还是很广，并且继续在考

加. 哥伦比亚是主要的生产图，官方估计的生产面积高达 27万 5 千英亩. 六

量的非法生产和贩运古柑碴和大麻所涉及到的金钱数额大的可怕，可能会导致有主

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不稳定，情况令人十分担心.

139. 1980年期间，秘鲁政府在古柯主要产区大搞了为期三用的搜查和销毁才

动. 管制局知道这个行动缉获了价值好几百万美元的麻醉品和财产. 此外还运

捕了许多人，并把所缉获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 这个为执行1978年怨布的立

的麻醉品法律而采取的重要行动，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开端. 管制局希望能扩大牙

继续坚持下去. 管制局正向秘鲁当局索取有关它们的计划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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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在玻利维亚，进行了执法行动，对古柯叶生产者的登记和改种其他作物的

努力;据报导，古树硅和大麻的缉获量大大增加。 由于该国政府有交动，管制局

明希望能了解新政府面对严重的麻醉品问题以及为执行它的条约义务而设想的政策。

141. 哥伦比亚政府继续大量拦截该国生产的或过境的古柯硅和大麻。 由于走

私有陆运、海运和空运，执法工作就更加困难 o .政府的行动是值得赞扬的 e 哥

伦比亚的麻醉品贩运问题十分严重复杂，需要作出最大的努力，并且国际社会应该

支持这种努力。

142. 管制局敦促该国政府特别注意为对付贩运安眠踊而需采取的措施。 一个

对哥伦比亚有效的步骤是禁止进口安眠明;并通知秘书长该国已实行这种禁止，要

-胶他根据 1971 年公约第 13 条所规定的程序通知所有国家。 但这样做不应造成

哥伦比亚延缓和人公约，管制局鼓励该国尽早加入公约。 另外，如果与欧洲原产

固和主要的目标国美国取得协调一致，打击贩运安眠明的执法行动就会更加有效@

143 e 1980 年 9 月，哥伦比亚与美国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在调查和审判贩运

麻醉品的犯罪活动的各个阶段，互相提供协助。 这个协议有一个令人注目的特蕉，

就是在一个国家里得到的证据可以提到另一个国家的法庭上。 管制局欢迎这种发

展，它可以加强和加快反对贩运的行动，并相信其他国家之间也需要这种橡皮，

144. 就整个区域来说，滥用各种麻醉品的情况是很普遍广泛的，过成身体不适

和行为乖癖 大麻是滥用最广的麻醉品 在精神药物中，误用和滥用1最多的是

~非他明和巴比土酸盐，安眠踊和镇静药也是被滥用的麻醉药。 在许多国家里的

一个共同趋势是滥用多种麻醉药。 另外s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有些人嚼古初叶

和吃古才可糊，这种现象在玻利维亚和秘鲁尤为严重。

145. 麻醉品生产和贩运所引起的问题，在整个区域里是如此的犬，而且增长的

速度又是如此之快，要扭转目前的趋势，就必须扩大、加快和协调行动，即全国性

的、区域性的和区域间的协调。 管制局满意地注意到这个地区传统的区域性合作

范围现在已包括了对麻醉品的管制。 在这方面，管制局欢迎《南美洲麻醉品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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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药物协定》的缔约国19 所采取的行动，在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来协调措施。 a

际社会应该随时准备提供技术和〈或〉资金援助，以便支持各国政府为执行管制月

醉品条乡守所规定的义务而所作的努力。

非洲

146.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非洲国家很幸运地还没有严重受到滥用麻醉品和非主

贩运的影响 但它们也处在危险之中，原因是国际贩运者正在利用有些国家自甘

缺乏完善的管制体系和执法能力的弱点。

147. 尽管国情很不一样，许多非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经历着同样的问题。

地生产的大麻，是最广泛滥用的麻醉品，其次为欧洲制造的精神药物. 移民工J

的移徒可能会影响到贩运和消费的情况 在西欧，由于卷入国际非法贩运而被才

的非洲国民的人数正在增加.

148. 在许多国家里的共同情况是，对安非他明和巴比土酸盐以及安眠阔的滥j

越来越广泛 好几个国家报导了有关滥用多种麻醉药的情况，并且往往是奇和

一起合用 这些倾向表明还没有执行公约的非洲国家，必须坚持( 1971 年公j

并通过法规s 来根据公约的规定，控制精神药物的贸易、销售和使用飞 另外J .:

洲各国政府应当有系统地估计在医药上对精神药物的需要量， 1事使进口量只限于 J

需要的数量。 这种行动，再结合实施« 1971 年公约》第 13 条?非缔约国可 J

飞用类似的方法) J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进口不需要的物质。

149. 一般而言，非洲国家需要迫切注意加强管制麻醉品的机构，包括培训和:

备执行麻醉品管制的单位。 国际社会应协助这一努力。

150. 1980年 6 月在塞拉利昂弗里敦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

次常务会议表明，非洲对滥用麻醉品的问题非常清楚. 该会议建议成立一个非.

组织常务委员会来处理麻醉品的管制问题。 管制局欢迎这种区域性的合作。

19 同根廷、玻利维亚、巴瓦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和1
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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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管制局正在为 20 个左右讲英语和法语的非洲国家的麻醉品管制官员筹备(

一个讨论会. 这个讨论会由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品基金资助，将于 1980 年 12

羽在毛里求斯举行，它有助于落实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要求非洲国家更加重视剧

-醉品管制工作的决议。 20

20 耳/} 980/18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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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52 .一般说来，国际管制系统对医学和科学用麻醉药品的非法活动的管制还

令人满意的. 然而，尽管器某种植以及鸦片和器莱杆的生产已经明显减少，鸦

制剂供应过多的情况依然存在 生产国过分的库存积累，加上大大压低的价格

已经对那些国家产生相反的经济与社会效果，并可能危及管制的有效4埠。 过度

大的生产能力将加剧这种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和土耳其，作为历史最悠

麻醉原材料出口固，应根据体现在理事会和委员会决议中的固体团结和集体负责

原则.受到特别的照顾和实际的支持. 根据其条约责任和这些决议，廊管局通

深入研究以及与政府协商，继续推动协调的，合作的行动，以恢复和保持供求之

的持久平衡。

153 .针对许多国家正在恶化的管制滥用麻醉药品的局面，底管局已在本报告

面提出了一些关于可以进行的补救行动的建议。 另外的结论以及可能的行动方

将在下面提出.

154 .麻管局计划与政府进行对话以推动补救措施。 它希望一开始先拿存在

大量非法生产或制造麻醉药品的国家 滥用麻醉药品很普遍的以及发生大规模贩

的国家进行对话. 麻管局建议特别集中注意中东的某些地穷.因为民捕获的资

表示，非法贩运的鸦片这一地区提供的份额最多。

155 .要提醒政府的是，要取得抑制和减少麻醉药品原材粹的生F的效果，长

看来，只有当农民得到能赖以生存的其他手段，如种植粮食或其他作物，才能取

"生产"国对此承担的责任反映在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里，这种责任值得

际社会全心全意的、大规模的支持. 已经成功地开始了旨在布其他作物取代嚣

的试验项目的国家应尽可能广、尽可能快地在产区推广应用的成果。 对它们来

进行这项工作需要结合执行法律和减少需求，这一点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156 .旨在管制麻醉药品的综合发展方案，如要获得成功，必须建筑在尽可能

分地了解关于非法的婴粟种植的地点和程度。 有关政府希望考虑利用现代技术

助它们达到这一目的可能性。

157 然而，除非既在发展中国家又在发达国家减少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

法需要，减少非法供应将不会有多大成果，因为消灭一种供应来源会由于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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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的出现而被抵销。 有效的预防、治疗和重新安置工作，尽管由于涉及个人习

惯的政变而应该承认有困难，但仍不失为控制与滥用麻醉药品有关的问题的具有最

大潜力的工作.

158 .如要在反对滥用麻醉药品问题各个方面取得进展，重要的是发动一场协调

一致的国际性的攻势. 关于贩运问题，如要切断非法生产和需求之间的联系，区

域和区域间的合作一-从政府决策到执法，将是不可缺少的。 这种国家、区域和

区域问协调的做法在海洛因的例子里可容易做到些，要是考虑到捕获过程中涉及的

情况与证据以及对捕获到的材料进行化学分析，从非法贩运中可以更精确地以国际

上能接受为基础决定药品的来源。这样一种对捕获的海洛因确定国际上一致公认的

来源的方案由联合国主持进行最合适。

159 .麻管局再次向政府，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呼吁，要求采取实际可行的

措施来禁止制造海洛因所需的关键药剂醋酸哥被挪用作这种罪恶的目的. 麻醉药

品司在 1980 年组织了一次关于禁止这种使用的措施的会议，21 朝着国际合作行动

的目标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160 .在国际社会对大麻及其制品(大麻烟、大麻膏和大麻油)巨大并不断穷级

的非法生产、贩运和滥用所进行的斗争中.不断加速的和国际协调的研究是基本的

一条。 这种研究应该特别着重长期使用以及青少年使用对健康带来的存害的后果

方面。 麻管局在以前的几个报告中已极力主张要坚决、紧急地进衍这一基本的研

究，以便达到国际上科学的一致意见，以及有关不利于健康的使用后果前完整资料

可以广为散发.

161 .非法贩运的可待因数量很大，并还在不断增加.可待因的滥用不仅发生在

非法生产的国家 s 而且还在几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浸延 这种药的使用方法，如抽

古柯糊，特别有害。 麻管局再次强调其 1979 年报告中提到的建议，各政府应该

有系统地进行宣传，向涉及的滥用者警告对健康的害处。

l 62. 麻管局再次强烈呼吁所有那些尚未依附于 1971 年公约的国家尽快成为缔

约国. 如果想要使这些物质合法的国际贸易得到有效的控制以防止其被转作他用.

以及对非法制造、贩运误用和滥用成功地开展一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运动，全

2t E/CN. 7/657/Add.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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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都支持公约是必不可少的.

163. 一当这些国家成为缔约国，它们就要毫不迟延地制订实施的法律和条例J

充分地付诸实施，这是基本的一条. 对按照公约第 1 2 条第 1 段规定的附表一习

附表二所列物质的迸出口使用优先授权的制度要给予特别的注意. 而且，出口 t

也应该按照第 1 2 条第 2 段的要求，向进口国申报它们出口的附表三所列的药物.

164. 所有尚未正式依附于公约的非缔约国一特别是生产国和出口国一应t

尽可能最大程度地执行条约的规定，并应尽快应用关于附表一和附表二所列药物1

定. 还未按麻管局的要求进行统计的非缔约国也应进行统计，以使麻管局能监斗

国际贸易和确定转用的事例，以便及时采取补救行动.

165. 根据麻管局对缔约国和非缔约国提供的资料的分析，某些精神药物的合j

的生产似乎超过了医药和科学方面的需要，大量的附表二所列药物已试图被转作'

用，并在一些事例里已取得成功. 这种做法中采用的一种手段是使用虚造的进 l

证. 那些不审慎的中间人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了方便.

166. 根据那些迄今引起麻管局注意的例子，建议政府仔细考虑采取为兹罗国|

控制和防止从正常的生产和贸易转作它用而制订的措施. 这一方面，麻管局极;

主张所有附表二所列药品的出口均需获得进口的授权. 每一次这种授权的有效'

均需经过检验，并且所要的药物的数量应与进口国医学和科学上的明显的需要量;

一致. 如有疑问，应设法使进口证的有效性得到确认.

167. 麻管局欢迎各国政府评论另一项措施，麻管局相信，这项措施不仅有利」

国际管制，也可帮助各国政府. 这一步需要政府随时确定对它们认为合适的对

表二所列药物和其他受管制物质的医学和科学方面的订货量，\并将此情况告知麻:

局. 这种情况可为生产国在制订其生产规划时提供指导，以使医学上的需要能J

到充分满足，同时又可避免生产过多，误用和滥用的危险就可减少. 各国可自

制止出口超过国家估计确定的数量的附表二所列药物，除非事先与进口国协商，

认所涉及的数量是需要比 ;

168 .各国应认真注视关于滥用所有精神药物的局势的发展. 如有证据表明

量误用或滥用某?药物危及到公共卫生时.政府应立即提醒注意这种局势.以 t

1971 年公约规定的程序，开始将该药物置于合适的管制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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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所有的国家通过检查其对公约所规定的药物的医学上的需要，可以为了保

护自己采取迅速的行动，并根据第1 3 条规定s 禁止进口它们认为不符合医疗需要

的一切药物. 麻管局有兴趣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已经为了这一目的以适当的方式通

知了秘书长，这些国家中有几个是发展中国家.

170. 除了秘书长根据第1 3 条将各禁止进口的通知决定传阅外.麻管局为了便

于各国行政当局的工作.准备在其"国际管制精神药品一览表"( p 表， "绿色表"

附件)里，公布这种禁止的年度的完整的清单，每年分送给各国政府. 这一清单

既以国别、也以药物为基础发表

171 .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着误用和滥用精神药物的特别犬的风险，部分原因是由

l 于其行政资金不允许对医学用精神药品的进口和分配进行有效的控制. 这种国家

对援助建立或改善其药物管制局的要求，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立即的、赞成这种要求

的响应

172 .麻管局希望再次强调世界卫生组织不仅在积极执行其根据 1971 年公约承

担的责任方面、也在及时由医疗和药物专业采用旨在防止有害使用精神药物的失严

方面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实施公约的前几年.需要特别注意以保证给予这一不

可缺少的工作以适当的优先机

173. 麻管局以前就已注意到，用于对付麻醉药品非法贩运的方法均需百每个国

家政府考虑当地情况后决定. 因为有组织的罪恶集团渗入了非法贩运，气这种集团

}当然成了执法机构的首要目标. 然而，要是想抑制和减少贩运.对非法贩运和分

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因素同时采取不间断的行动仍然是基本的 o •

174 .非法的药品生产和贩运需要巨大的财政费用.也产生大晕罪恶的利润.

这种罪恶的螺旋形上升的利润对有关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破坏了这些国家的财

政、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各国政府应该增加国内和国际的措施.便于确定

和告发有组织的药品贩运的罪恶的金融家的合作调查. 麻管局满意地注意到.第

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专家会议已在联合国主持下在1 则年由麻醉药品司召开i

了. 小组 22 的一致意见是各国之间应达成便于调查和执行的特别协议.这值得

各国政府的认真研究o '..

22 文件E/CN. 7/657/Ad d.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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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世界许多地方严重的麻醉药品管制局势要求所有国家的献身精神、警妇

和行动，这不仅对它们自己有利，也有利于国际社会. 在总的战略体制内采互

合的行动，对国内和国际、双边和地区都是重要的. 为了取得最大的效果.主

战略应该同时指向对付非法的药品生产、贩运和滥用.并应该尽可能地在世界罚

内协调. 根据大会和经社理事会的决议.麻醉药品委员会被委托承担设想:这牙

界范围战略的责任. 麻管局随时准备在这项努力中继续在授权范围内给予帮E

176. 国家和国际战略如要获得成功.只有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确定其优先均

并提供与滥用麻醉药品问题各方面反映出来的巨大性相称的资源 因此，麻专

呼吁各国政府承担义务并使之变为具体的行动 人员和资金方面的实质性的均

对于扩大的 新生的、世界范围的对滥用药品的反击是不可缺少的前提. 各E

府在考虑对此共同事业的捐款时应知道这种援助不仅对国际社会带来好处，也灭

们本国人民带来好处，这种好处远远超过滥用药品产生的人类和经济方面的远3

大的损失. 因此，麻管局再一次呼吁各国政府献身于抑制和减少药品滥用的信

并为之提供所需的资源。

主席保罗·勒特尔

(签字)

报告员 贝拉·鲍尔克斯

(签字)

秘书 阿布德拉吉·巴希

(签字)

1980 年 1 1 月 7 日

句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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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届麻管局成员

尼古拉· K ·巴考夫博士

莫斯科塞自斯基法庭精神病学研究所麻醉药品药理实验室主任;苏联卫生部药

理问题委员会成员;苏联国家麻醉品管制局成员;苏联卫生部临床药理学委员会成

员;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药品依赖问题的专家咨询小组成员;自 1971 年以来一直是

底管局成员;预算常务委员会副主席。

贝拉·鲍尔克斯博士

原匈牙利卫生部药物司司长。 自 1966年至 1979年(除 1975年外) J 匈

牙利驻麻醉药品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参加为通过关于精神药品议定书而举行的联合

国会议( 1971 年，维也纳)的匈牙利代表团团长;为修订麻辞药品单一公约举行

的联合国会议( 1972年，目内瓦〉的匈牙利代表团团长;自 1980年起为麻管事

成员，并在 1980年任麻管局报告员。

丹尼尔·博维特教授

罗马大学科学院心理生物学教授; 1957年由于药理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

医学奖;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神经学科的专家咨询小组成员;自 1977年以来为麻管

局成员。

塔第乌兹· L ·克鲁西尔教授

药理学教授和长于临床药理学的内科医生;波兰华沙药品管制和研究机构副所

长;原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卫生司药物依赖、方案高级医疗宫( 1968 年至 1975年) ;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药物依赖问题专家咨询小组成员;自 1977 年以来为麻管局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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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巴卡尔。 S. M. 边臭普博士

达喀尔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第 23 届非洲区域性委员会顾问;世界卫生组织关

于心理卫生专家咨询小组成员;自 1980 年起为麻管局成员.

迪谷·加西斯-古拉尔多博士

M.R.C.S , L.R.C.P , M.P (Cantab) 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哥伦民

亚派往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侯补代表(1945年，伦敦);哥伦比亚驻古巴的全书

部长( 1948年至 1949年) ;哥伦比亚驻委内瑞拉大使(1950年至 1951 年)

哥伦比亚考卡山谷省省长(1953年至 1956年) ;哥伦比亚共和国参议员(195;

年至 1962 年) ;哥伦比亚驻目内瓦联合国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长驻代表; E
1977年起为麻管局成员.

只蒂 C. 高失女士

原外交官和国际组织问题专家;原美国驻目内瓦联合国组织和其他国际筝织手

表团麻醉品事务参赞;原美国驻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顾问;原美国驻教年

文组织常驻代表团副团长;为修订麻醉品单一公约新于的联合国会议的美国代表E

成员( 1972 年，日内瓦) ，参加历届麻醉药员会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成员( 197:

年至 1976年) ;自 1977年起为麻管局成员， 1979年任报告员严1980年起f

副主席.

苏库路·凯默卡萨伦教授

安卡拉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药品依赖问题专家咨询小1

成员;土耳其药理系协会创世人和成员;土耳其医学院成员;土耳其药典委员会J

员;国际生物化学药理学协会成员;纽约科学院成员;美国科学先行协会成员贝1

克尼医学会成员;在1961 年为通麻醉药品单一公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期间为某j

术委员会成员;自 1968年起为麻管局成员， 1975年起任副主席和预算常务委J
会主席.

、、

Q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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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逊·考克博士

药师，生物学家;前巴黎帕斯图学院学生;前突尼斯帕斯图学院副院长;国家

公共卫生学校讲师;突尼斯药物学学会副主席;法国法医学和犯罪学学会外籍会员;

"自 1977年起为麻管局成员.

维多利亚 V. 奥尔京教授

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阿根廷空军医务处准将和处长;医

院署署长;社会福利与卫生部顾问，该部国际关系司司长以及公共卫生秘书处和科

舍技术秘书处主任;第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主席，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局及专家小组

成员;国家和国际科学协会成员;阿根廷政府派到为通过关于精神药物的议定书举

行的联合国会议( 1971 年，维也纳)以及为修订1961 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举行

的联合国会议( 1972 年，目内瓦)的代表;自 1974 年至 1977年以 1980年后

为麻管局成员;在 1975年和 1976 年任麻管局副主席。

保罗·勒特尔教授

巴黎法律经济学院教授;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成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员;

自 1948年至 1968 年为常设中央麻醉药品局成员，在 1953年至1-968年任其副

主席;自 1968 年起为麻管局成员，在 1973 年任副主席，自 1974 年运资主席.

杰斯吉特·辛格先生

原中央关税局主席，印度政府特别秘书(在财政部供职人 \盆 1 976 年

至 1977 年期间，作为最高准司法部门审判官听取关于关税m 货税"外汇和黄金管

制方面案件的申诉.麻醉药品委员会印度代表团团长( 1973年至 1976年) ，并

在 1975年任麻委会主席. 关税合作理事会印度代表团团长( 1973 年至 1976

年; 1978 年) ，在 1975 年任该理事会主席，并在 1976年再任主席.自 1980

年起为麻管局成员.

警备铸

11 1"\一



在其于 1980年 5 月举行的春季会议上，麻管局重新选举保罗·勒特尔教授台

主席，只蒂·高夫女士被选为第一副主席，苏库路·凯默卡萨伦教授重新被选为穷

二副主席和预算委员会主席。 还有尼古拉·巴考夫博士室被选为预算委员会副主

席，只拉·鲍尔克斯博士当选为报告员，以及杰斯言特·辛格先生被选为预算委员

会主席。

每备*

根据 1961 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第 10 条第 3 段的规定，原由杰亨。沙·萨拉

赫占的位置已经空出，公约规定的填空的程序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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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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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合作理事会

第 105 届/106局常设技术委员会会议( 1979 年 12 月，布鲁塞尔)

第 13 次关税调查服务代表会议( 1980 年 4 月 s 渥太华)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第 49届大会( 1980 年 11 月，马尼拉)

派代表参加区域性会议

欧洲

刑警组织:欧洲专长于反对非法药品贩运行动的国家刑警负贵人会议( 198(

年 1 月， 法国圣克洛德)

中近东

关于中近东非法药品贩运及有关事情的联合国小组委员会会议(1980年 2 1.

维也纳)

海湾地区关于禁毒执法问题培训研究班(由麻醉药品司与科威特政府安等，

1980年 3 月 s 科威特)

亚洲

关于药品依赖的预防和治疗的卫生组织区域间第二讲习班+1979 年 11 月，

曼谷)

关于农村吸鸦片者流行学的和干涉的方案的卫生组织区域问讲习班(1979 ~

11 月，泰国清迈)百太平洋关于精神药物的卫生组织区域讲习班(1980 年

8 月，马尼拉)

刑警组织第6 次亚洲区域会议( 1980年 11 月，马尼拉)

非洲

非洲法语国家药品问题第一次国际专题讨论会(由麻醉药品司和工CAA安排，

1980年 11 月，达喀尔)

南非麻醉药品管制问题培训研究班(由麻醉药品司和开发计划署安排J 198(

年 7 月，斯威士兰姆巴巴纳)

、
‘J

A
斗



1981 年:国际残废者年

大会在其 31/123 号决议中宣布 1981 年为国际残废者年. 在残废的原因中，

有些可归因于人及其环境;其中一种原因就是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政府和

国家的国际残废者年委员会要注意继续滥用麻醉药品可导致精神上和/或身体上的

残废@ 因此，必须既通过预防性行动又通过使残废者恢复正常生活的努力来减少

这种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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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国际管制麻醉药品协议

1912 年 1 月 23 目于海牙签署的"国际鸦片公约"，后通过 1946 年 12 月 1

自于纽约成功湖签署的议定书作了修改。

1925 年 2 月 11 日子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生产、内部贸易及使用精制鸦片的?

议"，后通过 1946 年 12 月 11 目于纽约成功湖签订的议定书作了修改。

1'925 年 2 月 19 目于目内瓦签订的"国际鸦片公约"，后通过 1946 年 12 主

11 日于纽约成功湖签订的议定书作了修改。

1931 年 7 月 13 日于日内瓦签订的"关于限制生产和管理分配麻醉药品的公j

后通过 1946 年 12 月 11 日子纽约成功湖签订的议定书作了修改。

1931 年 11 月 27 日子曼谷签订的"关于在远东控制吸鸦片烟的协议"，后通

过 1946 年 12 月 11 日于纽约成功湖签定的议定书作了修改。

1936 年 6 月 26 日子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止危险药品非法贩运的公尔， J }

通过 1946 年 12 月 11 目在纽约成功湖签订的议定.书作了修改。

1946 年 12 月 11 日在纽约成功湖签订的关于修改 1912 年 1 月~~日在海牙

1925 年 2 月 ~11 日、 1925 年 2 月 19 目、 1931 年 7 月 13 且在自内瓦、 1931

年 11 月 27 日在曼谷以及 1936 年 6 月 26 日在自内瓦签订的关于麻醉药品的协封

公约和议定书的议定书。

1948 年 11 月 19 日于巴黎签订的关于对通过 1946 年 12 月 11 日在纽约成:

湖签订的议定书作了修改的关于限制生产和管理分配麻醉药品的 1931 年 7 月 131

公约规定范围以外的麻醉药品进行国际管制的议定书。

1953年6月23日子纽约签订的关于限制和管理婴粟种植及鸦片的生产、国际的1

批发的贸易和使用的议定书。

1961 年 3 月 30 日于纽约签订的"廓醉品单一公约"。

1971 年 2 月 21 日子维也纳签订的"精神药物公约"。

1972 年 3 月 '~25 日在自内瓦签订的修正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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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命名法i

当提到政治实体时，麻管局按照联合国习惯规则办理。 本出版物使用的称号

和出现的材料并不反映麻管局方面对任何国家、地区、城市或区域的法律地位，其

当局或其国境或国界的分界有任何看法.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作用

麻管局的责任是根据麻醉药品管制条约，与各国政府合作，将麻醉药品的种植、

生产、制造和利用限制在医学和科学用途所需的数量内，保证合法用途所需的这些

物质的数量，防止非法种植、生产、制造、贩运和使用这些物质. 自 1979 年

1精神药品公约生效以来，麻管局的职责也包括对这些药品进行国际管制.

在展行这些责任的过程中，麻管局需要调查麻醉药品合法贸易的各个阶段;保

证各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使药品的制造和进口限制在医学和科学所需的数量

内;注意防止这些物质转到非法贩运;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有成为非法贩运中心的危

险;要求解释明显违反条约的原因;向没有完全执行条约规定的政府，或执行申遇

到困难的政府建议合适的补救措施，如有必要，帮助政府克服困难. 因此，根据

1972 年议定书，麻管局已经常建议，今后还将更多地建议应该向遇到这稳固难的

国家提供技术或财政或两者兼有的多边或双边援助。 然而，当麻管员注意到补救

严重局势的必要措施未被采取，它可以提醒缔约国、麻醉药品委员会和雀济及社会

理事会对此事的注意，要是它相信这样做是便利合作和改善局势最有效的方式的话.

作为最后一着，这些条约授权给麻管局，可建议报守国停止从或向澎守国麻醉药品的进

口或出口或进出口.当然，麻醉局不只局限于在发现严重问题时采取行动，相反，

它设法防止大难题的出现。 在任何情况下，麻管局均需与政府合作行动.

如果麻管局要能执行其任务，它必须具有关于世界麻醉药品局势，其中包括合

法贸易和非法贸易的有关资料。 因此条约规定各国政府应有规则地向麻管局提供

这种资料，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不管是缔约国的还是非缔约国的，都遵守这种做

法。 因此，麻管局通过与各国政府合作，管理着对麻醉药品的估计世界需要量

系统和统计系统. 前者使它能通过分析将来合法的需要，来提前验证这些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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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后者使它能实施一种事后的管制最后，各国政府直接告诉它的、或通过联

合国主管当局提供的关于非法贩运的资料?使它能够决定 1961 年公约的目标是否

由于任何国家的缘故而Z遭到危险，如果必要的话，就使用前一段落中描述的几项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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