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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词 
 

 非法药物的供应和需求初看之下是彼此不相关联的活动。一些人制造、贩运和在非法市场

费。但是，这些活动事实上是同一个现象内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毒品需求刺激供应，而毒品供

的人依赖毒品。 

 麻管局《2004 年报告》第一章分析了供求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强调需要采取一种

均衡一体化的方法。各国政府对付毒品问题的行动很容易只侧重于问题的一个方面——

供应。虽然这样做在短期内可能取得成果，甚至是巨大的成果，缉获大批非法药物，但

却收不到也不可能收到长期效果，因为新的来源会很快出现以满足持续的需求。很遗

憾，在减少需求方面没有速成方法，而是需要实行持久的预防干预。因此，制定综合战

略将供求两方面行动结合在一起十分重要。这样，也只有这样，吸毒的问题才能有长久

的改观。 

 报告还回顾了麻管局依照《1961 年公约》第 14 条与阿富汗进行的磋商。2004 年 10
月举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确认了哈米德·卡尔扎伊为阿富汗总统。遗憾的是，广泛的毒品

问题充斥该国，对这个新的民主体制以及全国的稳定和经济复苏构成严重威胁。非法罂

粟种植继续增加，供应着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海洛因；此外，阿富汗还已成为大麻树脂的

一个主要来源和非法贩运的精神药物及前体的一个目的地国。 

 阿富汗已通过了一项国家禁毒战略，目标是在 10 年期内铲除非法作物和生产，消灭

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前体的贩运活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与整个国际社会

一起正在支持阿富汗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切实达到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

承诺和确保本国人民免遭毒品的祸害是阿富汗政府的责任。 

 静脉注射吸毒者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率在世界一些地方迅速上升，特别是在东欧和亚洲

其他传染病的传播往往与惊人的无知相关，缺乏关于疾病的基本知识和对疾病传播方式的了解。

题，寻找限制艾滋病毒传播的方法。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必须确保目前的药物管制政策不会造成

性循环永久化。具体来说，预防传染病扩散的措施不应被视作为吸毒提供便利或甚至提倡吸毒

源。换句话说，所有干预措施压倒一切的首要重点必须是预防吸毒，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破

传播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他严重的传染病，很有可能造成甚至更为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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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销售毒品；另一些人购买和消

应又反过来创造需求，造成更多

切实遵守对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

。令人震惊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和

各国政府必须解决这种无知的问

注射吸毒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恶

，归根结底，吸毒才是问题的根

坏性的危险行为，而且因为易于

麻管局主席 

Hamid Gho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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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需求和减少供应战略相结合至关重要，麻管局

 
建议设立国家禁毒政策协调机制 

 
“减少供应和减少需求战略相结合：超越平衡的做法”是今天（2005 年 3 月 2 日）发表的

报告第一章的核心。 

对付毒品供求形势的方法要求平衡兼顾有关减少毒品供应和有关减少毒品需求的活动。虽

在本年度报告中，麻管局指出，减少需求和减少供应的方案如果在实行中相互孤立，其收效十分

超越简单的对应平衡。 

麻管局呼吁在地方、区域和国际一级减少供应和减少需求的方案之间开展更加全面的合作

相结合及实现精简化，麻管局建议设立国家禁毒政策协调机制。 

“为了在实现 1998 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确立的十年目标方面取得实际进展，各国家政府

将减少需求和减少供应的努力结合起来，”麻管局主席 Hamid Ghodse 说。在当时的特别会议上

生产和贩运及药物滥用。 

在对供求关系进行多层次分析时，报告指出，“……随着一种致瘾药物供应范围的扩大，

能性将会增加，与吸毒相关的问题将变得突出”。 

认识不到毒品需求和供应之间联系的隐含意义，将可能导致类似流行病泛滥的局面。例如，

因的流行，即表明供应如何可以创造需求，当时一种传统药物出现了一种价格更加低廉的新形式

报告主张采用一种共同的毒品市场分析模型作为工具，特别针对具体当地、国家和区域市

之间的适当平衡。 

“政策制定者应当确定某个地区的毒品市场类型，以便制定专门针对这些市场上非法药物

例如，就一个“成熟的”毒品市场而言，其特点是少数成瘾者和毒品依赖者大量吸毒，麻管局的

决，制裁相对少数的大规模贩运者，而不是逮捕吸毒成瘾者。 

报告还指出，在铲除非法药物种植的同时必须辅之以替代发展方案，以便所取得的成效可

减少需求作为辅助，其中强调对少数目标群体提供治疗选择方案，在这种场合下强调单纯教育的

为了实现国家和区域药物管制在宏观上的平衡，麻管局还呼吁加强协调和交流信息、资料

案。作为供求举措的一个成功范例，麻管局列举了将执法与保健服务相结合的毒品案件法院。 

麻管局还鼓励联合培训活动，以加强社会服务、教育和刑事司法及公共保健部门之间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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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年度

然这种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

有限，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

。为了使减少供应和减少需求方案

必须确保在业务工作和政策一级

，会员国曾商定大幅度减少毒品的

许多脆弱者将会接触它，尝试的可

1980 年代美利坚合众国快克可卡

，形成了普及。 

场，帮助实现减少需求和减少供应

供求的战略，” Ghodse 教授说。

建议是从链套的供应一端着手解

以长久持续下去。这些措施应当有

预防方案是不够的。 

、执法业务活动和减少需求的方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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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要闻 
 

非洲 
 
 虽然大麻仍是整个非洲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在该区域许多国家中，可卡因、海洛因和苯

仍有增无减。 

 一些非洲国家中正在蔓延的注射吸毒做法可能使非洲业已严重的艾滋病毒/艾滋病危机更趋恶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中，充分的管制措施的缺乏，为滥用从合法经销渠道转移而来的精神药物

 非洲国家以全面、有效的方式应对毒品问题的机构能力和技术能力有限，这对国家药物管制

 大多数非洲国家缺乏充分的立法框架和必要的行政机制来管制前体化学品。这种情况可能导

际监测方面产生严重问题。 

 在新近摆脱冲突和内乱的许多非洲国家中，依然存在着吸毒现象，特别是在儿童兵中。 
 
美洲 
 
 总体而言，北美区域是世界上 大的非法药物市场。大规模药物贩运和非法制造也是一个令

物的滥用或误用也成为一个日益增多的现象。同时，该区域各国拨出大量资源用于在其本国内外

 2003 年 12 月在加拿大发起了自 1994 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药物滥用情况调查。这一调查是

当前趋势的综合数据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由于在执法方面作出了努力，包括开展了由美国和其他国家参与的联合行动，在过去的一

织，并削弱了另外七个此类组织。 

 虽然 近的官方数据显示自 2002 年以来美国广大民众中的吸毒率仍然保持稳定，但中学生

少，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下降。青年人中对于涉及滥用药物特别是滥用大麻的风险的认

部分地归因于媒体宣传运动的效果。 

 麻管局感到关切的是， 近有迹象表明贩毒组织正在改变其在墨西哥采取的方法，也许是将

 中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继续受到大规模可卡因贩运和滥用的影响，该区域一些国家中已出现严

 在中美洲，许多青年团伙参与了暴力犯罪和贩毒。在 2004 年 3 月举行的一次高峰会议上，

伙方面进行合作。 

 在南美洲制造的可卡因中有 90%——2003 年估计总量 655 吨中的 590 吨——是经海上贩运的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可卡因滥用现象似乎正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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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胺类兴奋剂的贩运和滥用现象

化。 

提供了便利。 

战略产生了消极影响。 

致在对这种化学品的贸易进行国

人关切的严重问题，而且处方药

应对其毒品问题。 

在如麻管局所建议的确保获得关于

年里捣毁了八个主要国际贩毒组

中滥用非法药物的情况已有显著减

识也似乎有所提高，这一动态可

该国定为一个新出现的市场。 

重的药物滥用问题。 

各有关政府首脑同意在打击青年团

，主要是经由加勒比海贩运。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海洛因滥用程度相对较低，但由于整个区域的贩毒数量有所增加而正在使情况发生改变。 

 妇女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吸毒者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 

 南美洲的药物管制仍然是一个不仅对该区域本身而且也对世界其他区域具有相当大的政治重要性的问题。该区域有几个国家

的政府已在处理贩毒网络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毒品缉获量的不断增加便是证明。 

 贩毒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洗钱和腐败行为继续对南美洲区域的稳定构成威胁。 近贩毒者企图恐吓检察官，这再次表明贩毒与

有组织犯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玻利维亚，由于该国政府为减少古柯树的种植作出了努力，种植古柯树的农民与该国政府之间继续发生公开冲突；在秘

鲁，这种冲突的频率和暴力程度也有所上升。 

 由于古柯树的种植往往是在贫困地区，麻管局深信，采取扶贫措施极为重要，有助于使南美洲的古柯叶和其他麻醉药品的生

产持续减少。 
 
亚洲 
 
 在东南亚非法罂粟生产继续减少。2004 年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的非法罂粟种植显著减少。非法鸦片生产平均产量也

有所下降。泰国已不再是一个非法鸦片和海洛因的主要来源。 

 苯丙胺类兴奋剂特别是甲基苯丙胺的非法制造、贩运和滥用仍然是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个令人关切的主要问题。 

 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即柬埔寨、中国、缅甸、泰国和越南），对鸦片剂的滥用似乎已从鸦片转向海洛因。海洛因也

是注射吸毒者选择的主要毒品，这令人对艾滋病毒/艾滋病在该区域许多国家中蔓延感到关切。在中国和越南，共用注射器的注射

吸毒者继续在新发生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病例中占 大比例。在印度和尼泊尔，由于从滥用鸦片转向滥用海洛因，与注射吸毒相关

联的艾滋病毒感染也有所增加。 

 在全世界的苯丙胺滥用者中，亚洲所占比例超过三分之二，而在亚洲的苯丙胺滥用者中，东亚和东南亚占大约 95%。 

 南亚由于邻近主要鸦片生产地——金新月和金三角地区，以及国内广泛种植大麻以及医药产品不断被转移，而使毒品供应量

和吸毒现象继续有所增加。 

 在阿富汗的鸦片生产及其对和平与安全产生的影响仍是西亚毒品形势的核心要素。2004 年阿富汗本身的非法药物生产和相关

活动达到了创纪录的程度，并正在威胁着该国的稳定。在阿富汗， 近几年的吸毒现象也有所增加，海洛因滥用者中用注射方式

吸毒的现象也有所增加。 

 在巴基斯坦，罂粟种植在 2003 年重新出现，而且 2004 年时仍在继续。 

 在中亚，阿富汗鸦片剂的贩运和滥用以及用于制造海洛因的化学品醋酸酐的非法运输继续是令人关切的问题。据估计，2004
年有三分之一的阿富汗鸦片作物是经过该区域一些国家，特别是经过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运出的。 

 大量阿富汗海洛因过境中亚（运往俄罗斯联邦和其他欧洲国家）而使该分区域的非法药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在中亚，注射吸毒使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人数继续增加。虽然在全球范围大约 10%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是由注射毒品引

起的，但这种传染方式在中亚新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病例中占到 60%至 90%。 

 阿拉伯半岛各国更为经常地被用作以欧洲为目的地的海洛因和大麻的过境点，而前体则是向相反的方向偷运。与已蔓延的合

成药物滥用情况一样，鸦片剂特别是海洛因的滥用量有增无减。 

 鉴于伊拉克的地理位置和当前的政治与经济不稳定性，该国的毒品情况可能会因本国的药物管制结构崩溃而进一步恶化。恐

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腐败和贩毒之间的复杂联系构成严重威胁，令人担心整个形势可能恶化。 
 
欧洲 
 
 在欧洲（以及在所有其他区域）对大麻的滥用 为广泛。过去 12 个月里，据估计欧洲有 2,880 万人即总人口中的 5.3%滥用过

大麻。在东欧，2003 年和 2004 年大麻滥用现象继续增加，据报告该区域的成年人口中的 3.6%即大约 840 万人有滥用大麻现象。 

 过去十年里，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中大麻滥用量都呈上升趋势。但公众就大麻的使用进行的辩论更多的是着眼于其据称具有

的潜在好处而不是相关风险。大麻的使用量呈现上升趋势似乎是与某些人为宣扬大麻的使用无害这一说法所作的努力有关。 

 在欧洲，1998 年以来可卡因滥用量有所增加，但趋向于稳定。在东欧，可卡因滥用量仍然大大低于西欧的可卡因滥用量。据

估计，每年有超过 200 吨的可卡因被偷运到欧洲，主要是经由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和联合王国进入这一区域。 



 

 
    

 
    

 

 在阿富汗的罂粟连续三年取得丰收之后，海洛因贩运在欧洲重新获得了某种势头。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中海洛因滥用情况保持

稳定或正在下降，但在东欧国家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成员国中海洛因滥用现象却继续增加。根据官方估计数字，在俄罗

斯联邦有超过 100 万的海洛因滥用者，该国已成为欧洲 大的海洛因市场。 

 巴尔干路线的南支线和北支线继续供应着多达 80%的在欧洲经销的海洛因。 

 吸毒者中共用沾有病毒的注射器材继续促成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在巴尔干国家和独联体成员国中，注射吸毒者的艾滋病

毒病例的增长率 高。这些国家中有大约 80%至 90%的新的艾滋病毒病例是由于注射吸毒引起的。 

 西欧的药物滥用情况保持稳定，但东欧在正迅速成为首选流行药物苯丙胺和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摇头丸）的制造和滥用

潜力方面正变得日益重要。 

 在许多于 2004 年加入欧洲联盟的国家中，对用于非法制造药物的化学品实行的管制比欧洲联盟委员会的法规所要求的控制更

为严格。麻管局担心欧洲联盟的扩大可能导致整个欧洲的现有进出口管制受到削弱。 

 尽管数次向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了请求，但该国还是未能向麻管局提供任何有关麻管局所提建议的实施情况的资料。麻管局

继续对有关该国存在的严重药物管制问题的持续报告感到关切，存在的问题包括对广泛存在的向其他国家贩运毒品的情况缺乏关

注。 
 
大洋洲 
 
 在澳大利亚，海洛因滥用量已下降到低于在 2001 年初海洛因短缺之前所记录的水平。澳大利亚境内滥用的大多数海洛因

（90%）原产于东南亚。澳大利亚由于减少了海洛因的供应，海洛因滥用者转而滥用其他药物。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苯丙胺类兴奋剂的非法制造和滥用现象已大大增加。 

 大多数太平洋岛屿国家仍然深受苯丙胺类兴奋剂过境贩运和滥用之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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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药店非法药品销售泛滥 
 

麻管局呼吁各国政府取缔无照经营的互联网药店 
 

 根据今日（2005 年 3 月 2 日）发表的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的年度报告，每年互联网上非法销

户的健康构成潜在的致命危害。 

 麻管局在其报告中重申了对互联网上非法销售国际管制药物的关切。过去一年当中，网上非

醉品和精神药物的药品的活动不断增多，现已成为此种非法经营的互联网药店销售的主要部分。

有必要处方的情况下出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 

 互联网上非法销售的药物包括各种极有可能被滥用的物质，如某些阿片制剂类（如羟考酮）

卓类（如阿普唑仑和安定），还有一些如果在没有适当的医疗监管情况下使用有可能造成致命的

可巴比妥。 

 麻管局还对不对这些药品的潜在顾客实行年龄限制有可能为儿童和青少年滥用处方药物提供

等一些国家已经出现这种情况。 

 互联网上非法销售的药品的可靠性和质量通常有问题，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假冒药品。另外

这些药品是违反大多数国家的法律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从无照经营的互联网药店购买药品，

品贵得多，没有处方的，国家医疗系统还不给报销。 

 由于认识到这一日趋严重的国际问题，麻管局于 2004 年秋季就互联网非法销售问题组织了

各办事处和机构的国际和国内专家，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初步见解并提出了一套行动方针。 

 麻管局还打算召开一次有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万国邮政联盟等有关区

 过去一年当中各种成功合作的范例已经证明协调一致的行动可以取得效果。各国当局如荷属

非法互联网药店的经营。对于那些未开展合作和未采取执法行动打击从其境内操作的互联网药店

局希望这种做法成为它们的榜样。 

 麻管局提出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鼓励各国分享信息，另一方面同时从供应方面掐断

经验并建立一种有利于迅速交换具体案件情况的机制。作为补充，有必要切断对无照经营互联网

经营从正式和公认供应商那里获得的品牌产品，负责监管这些供应商的当局可以有效地防止这

店。 

 除了从执法方面抓紧打击这种犯罪之外，报告还承认各国当局有必要加强提高认识的活动，

法药品的潜在危害性。必须让消费者认识到，购买这样的产品违反国家法律，而且由于没有质

康。另外，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也有必要对非法销售含有管制物质的药品的行为给予更多的重视

 麻管局主席 Hamid Ghodse 教授 后说，“为了采取有效的行动打击这种非法活动，必须开

国政府应当显示出政治意愿，对这一问题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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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药品达到几十亿个剂量，对客

法销售以及通过邮件偷运含有麻

无照经营的互联网药店经常在没

、兴奋剂类（苯丙胺）和苯二氮

健康危害的药物，如芬太尼和司

一个主要来源表示关切。在美国

，在没有有效处方的情况下购买

比在有照经营的传统药店购买药

一次专家组会议。这次会议汇集了

域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协商会议。 

安的列斯群岛当局成功地取缔了

的国家来说，如巴基斯坦，麻管

这一网络。麻管局建议各国交流

药店的供应。由于这些药店大都

些产品进入无照经营的互联网药

使人们认识到从互联网上购买非

量控制甚至有可能危害他们的健

并规定充分的刑罚。 

展密切的国际合作， 重要的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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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管局欢迎“ 荷兰大麻政策的关键性重大改变”
 

荷兰政府将减少咖啡店数目；承认与大麻滥用有关的健康和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在今天（2005 年 3 月 2 日）发表的年度报告中欢迎荷兰政府

兰政府在一份关于大麻问题的部级政策文件中承认，无论是对于滥用者还是对于社区来说，“大

调指出，应当加强各种“打击街头贩卖、毒品旅游和大麻种植的措施，并继续减少咖啡店数目”

 荷兰政府于 2004 年 8 月向麻管局通报了这一关键性的、重大的政策变动，从而使该国朝着

制条约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这份政策文件承认，咖啡店在维持非法药物贩运方面“并非无可指责的”，而且在制止与毒

分。文件还注意到，咖啡店可能会有损荷兰总体禁毒政策的名声。 

 荷兰政府承认与大麻滥用及大麻种植和贩运有关的健康和社会问题，这种承认对整个区域及

响。麻管局促请荷兰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减少咖啡店数目，因为这些咖啡店是不符合国际药物管

 荷兰政府请求负责咖啡店政策实施的地方主管机关协助严格执行大麻政策。该国政府打算减

数目，并将采取行动打击无管制渠道。另外，荷兰政府还将同地方主管机关一道努力确保对毒品

行更密切的监测。 

 荷兰政府还说，它将实施一项不提倡大麻滥用的行动计划，其中将包括开展针对高风险群体

三年的时间内每年开展一次大众媒介禁毒运动，特别针对年龄在 12 至 18 岁的年青人。它计划

了尽可能减少非法种植四氢大麻酚百分比很高的大麻（四氢大麻酚是大麻的活性成分）所具有的

行政和刑事法的政策。具体说来，荷兰政府注意到，新的起诉准则是迅速采取行动打击大麻种植

规模非法大麻种植的惩罚提高到至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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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 

在大麻政策方面所采取的举措。荷

麻并不是无害的”。该国政府强

。 

充分遵守与大麻有关的国际药物管

品有关的犯罪方面也做得不够充

其他地方将会产生意义深远的影

制条约的规定。 

少学校附近和边境地区的咖啡店

旅游特别是边境地区毒品旅游进

的毒品预防运动。它还将在为期

加强对大麻滥用者的治疗工作。为

吸引力，荷兰政府主张采取加强

的依据，并且说，它计划将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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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管局报告制止关键化学品转移方面取得的进展

 
捣毁贩运网；麻管局呼吁各国政府加强合作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在今天（2005 年 3 月 2 日）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呼吁各国政府

洛因和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关键化学品的缉获和转移的实时信息。 

 麻管局正在与各国政府一道努力防止这些关键化学品的转移。例如，在麻管局名为“棱晶项

国之间联合进行了反向跟踪调查，在爱尔兰和荷兰之间成功地实施了控制下交付，并逮捕了一些

者。单是后一起案件，缉获的前体就足以制造 8,000 万粒摇头丸。开展的其他国际行动包括“紫

些行动的目的旨在防止用于非法制造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关键化学品转移到非法市场。 

 参与这些自愿行动的国家政府预计将会监测这些关键化学品的货运。通过对从事这类交易的

真实性并确定对该化学品是否有合理的需要。如有任何怀疑的理由，可中止、拦截或扣押货运。

息将通报麻管局，并通过麻管局通报各参加国政府。 

 过去两年来，各国政府追查了许多宗交易，在麻管局的协助下缉获了 430 批试图转移和实

成了一些秘密制药点和贩运网的捣毁和一些贩运者的被捕。 

 2004 年期间，“棱晶项目”的重点是监测用于制造摇头丸的前体，防止某些含有麻黄素的

胺制药点并调查非法制药点中使用的设备。 

 由于往往是相同的犯罪网络涉及走私毒品和贩运化学品，麻管局建议各国政府特别努力收集

 通过参与阿富汗在“黄玉色行动”项下的能力建设，麻管局还对制止在阿富汗制造海洛因的

在追查化学品，尤其是醋酸酐和用于非法制造海洛因的关键化学品，因为该国没有这方面的合理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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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交流关于用于制造可卡因、海

目”的国际行动项下，波兰和中

用于制造摇头丸的化学品的贩运

色行动”和“黄玉色行动”，这

公司进行背景审查来确定交易的

关于拦截或中止和扣押货运的信

际转移的化学品。其中一些案件促

药剂的转移、侦查欧洲的非法苯丙

、分析和交流情报信息。 

努力给予支持。进行能力建设旨

需求。这些物质是从境外走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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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管局称尽管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非洲仍然是 

国际药物管制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在今天（2005 年 3 月 2 日）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吁请非洲各国政府更加重视解决本国的毒品问

题。麻管局还请国际社会向该地区各国提供适当的援助和支持，以加强其打击毒品贩运和药物滥用的努力。 

 毒品正在成为该地区许多国家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非洲仍然是该地区或欧洲非法市场上存在的大麻的一个主要来源。摩

洛哥是非洲大陆大麻 大种植国，根据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与摩洛哥政府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大麻估计种植面积为

134,000 公顷，大麻树脂的年均生产量约 3,000 吨。全世界缉获的大麻树脂约 60%来自摩洛哥。有迹象表明，非洲某些内部冲突部

分是靠贩毒所得利润供资的。 

 根据维也纳提出的年度报告，非洲国家全面解决毒品问题的体制和技术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影响了非洲各国毒品管制政策的实

施。在国际层面上，非洲大陆管制制度的不足可能会造成在监测医疗和科学用途所需药物国际贸易上存在严重的问题。 

 禁毒执法机构所作努力是很成功的，尽管为数有限。非洲各国为对毒品进行共同管制，定期举行执法机构的会议，诸如各国

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会议、东欧各国刑事侦察处和缉毒股负责人有关毒品问题的业务会议或东非警察局局长合作组织会议。 

 经西非联合行动举措各参与国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2004 年 4 月在贝宁科托努缉获了 140 多公斤的可卡因。2004 年缉获的可

卡因数量再创记录：加纳缉获 600 公斤，多哥沿岸地区缉获约 450 公斤及佛得角主管机关缉获约 200 公斤。在国家一级加强缉获

努力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赞比亚政府 2003 年缉获 182 吨大麻，而 2001-2002 年仅缉获 30 吨。 

 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机制不足以对药物非法制造所需前体化学品加以管制。然而，南非和尼日利亚已逐步建立高

度有效的制度，防止将化学品转入非法渠道。2004 年南非和莫桑比克缉获用于非法制造镇静剂甲喹酮（复方安眠酮）的 12 吨甲喹

酮粉末。甲喹酮在南部非洲被广为滥用，通常与大麻合在一起吸食（“白色烟筒“）。同样，2004 年制止了从美国运往尼日利亚

的 40 吨高锰酸钾的货运——高锰酸钾是非法制造可卡因所必需的一种化学品。 

 东部和南部非洲各国关于注射吸食与海洛因有关毒品的报导越来越多，这一事态发展可能会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产生严

重的影响。甲基卡西酮（“cat”）的滥用也令人关切，甲基卡西酮是滥用潜力与甲基苯丙胺类似的一种药物。西非和中非各国街

头小贩经常贩卖地西泮等精神药物这一事实也会导致滥用。 

 另一方面，在非洲，镇痛剂等具有医疗用途的合法麻醉药品的供应率很低。30 多个国家几乎不消费任何麻醉药品，而且，即

使是这些药物 大消费国，其消费量也仅为美国或西欧消费量的很小一部分。 

 麻管局吁请国际社会加强努力，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开展打击药物滥用和非法药物贩运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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