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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  在三名前总统的召集下（前巴西总统Fernando Henrigue Cardoso，  前哥伦比亚总
统César Gaviria，  以及前墨西哥总统Ernesto Zedillo），  17名拉丁美洲人聚集在一起，  呼吁对毒品
政策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他们成立了拉丁美洲毒品和民主委员会，  来分析“禁毒战争”对该地区人
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场战争是由世界上最大的非法毒品消费市场--美国发起的。   委员会对这
种镇压式的禁毒方式如何削弱民主制度、增强犯罪组织、滋生腐败，  并且因为犯罪集团之间或者犯
罪集团与执法者之间的地盘争夺战而导致的暴力泛滥。    这场“禁毒战争”变成一场针对人民的战
争；种植古柯的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土地，  毒品使用者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人们被判处长期徒刑。    
这场战争也影响着他们的亲人甚至是旁观者—他们在毒品有关的暴力活动中被杀害或者受伤。    

拉丁美洲委员会的报告提高了政府和公众对重新思考毒品政策必要性的认识。    在这份报告
出版两年之后，  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成立了。   报告带给我们的区域经验被欧洲的领导人丰富了，  
这些领导人在20世纪后期面临着镇压性的毒品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同的挑战和失败：海洛因使
用的飙升，  还有在注射使用者中极高的艾滋病感染率，  以及大量使用过量的案例。   采用公共卫生
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危机是迈向一个更加全面、循证、尊重人权的毒品政策改革的重要步骤。   在全
球委员会成立几个月和几年之后，  非洲、亚洲太平洋的声音也加入进来了——这证实了毒品的生
产、贩运和消费在全世界都存在。    

仅在十年之内，  在禁毒政策之下数十万人丧生，  他们被认为是失败政策的附带受害者。    这
些生命是该项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而这一政策不仅养肥和增强了犯罪组织，  滋生了腐败和洗钱，  
还导致人口贩卖，  以及贩卖的路线和网络的增加，  以及由犯罪集团控制的国家的数量。   因此，  我
们作为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  致力于开发一种连贯和全面的方式，  来解决毒品和失败的毒
品政策对个人和社会所造成的问题。   我们提供五种途径来改革现有的危害性和压制性的毒品政
策，  进行有效的毒品控制，  并支持一个更加健康和包容的社区。   每一种途径我们都专门发布一份
报告来进行介绍。    而在这份报告中，  我们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对毒品管控的不同方面，  呼吁国际
社会和各国“着重削弱犯罪集团的势力，  减少其因为相互或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而导致的暴力和不
安全”。    

自2011年起，  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倡导，  以推动对毒品使用者的去罪化，  对非法市场中
低级别非暴力的违法者寻求处罚的替代方式。    这些倡导针对不同层面的决策者和媒体展开，  也
通过我们发布的报告来传达重要的信息。   我们竭尽全力呼吁将执法工作主要集中在非法市场中
最危险和最受庇护的行为者上，  那些直接受益于当前禁毒政策的人，  以及那些在压制性的体制中
处于塔尖的既得利益者——这得益于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知识和法律服务。   虽然我们认为压制性
的政策对弱者是有害的，  但我们认为有必要直面那些掌控着一个每年价值数十亿美元非法市场的
的犯罪集团，  这些集团充斥着暴力和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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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中，  我们根据最新的证据并在专家的支持下，  对毒品贩运及其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
联系进行分析。    我们揭露目前政策在解决那些根深蒂固问题方面的失败，  这些问题滋生了有组织
犯罪和暴力，  并对不同社区产生了影响。    我们讨论了新近在执法方面的最佳实践，  这些实践是基
于证据的，  并借鉴了从过去的失败中学到的经验教训。    我们利用有限的证据来探索和预测在合法
监管的毒品市场中的犯罪活动。    最后，  我们讨论了全球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方面的空白，  这种治
理是孤立的，  为跨国犯罪组织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这是全球委员会的第十份报告，  着重强调应对与毒品市场有联系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需要各国
之间的相互协调。    本报告没有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但提供了一些深思熟虑的建议，  并且希望人
们将毒品贩运和其他犯罪活动之间的联系置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  从非法需求和供应的角度进
行考虑。    通过这份报告，  我们坚决要求各国就最有效的减少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方式进行基于证据
的讨论，  如果执法策略仍然集中在低水平的犯罪行为如毒品使用者上，  跨国有组织犯罪只会蓬勃
发展，  而不会减弱。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中，  犯罪集团控制着一个需求稳定增长的市场。    我们必须继
续分享已经有的证据，  提供连贯的改革建议。    国际合作需要采取更全面的方式来打击腐败、洗钱
和跨国犯罪组织，  这些在毒品市场以外的很多非法活动中非常活跃。    国家需要领导力才确定更好
的方法来控制毒品，  来减少非法毒品市场的规模和暴力，  减少犯罪组织对脆弱和受歧视群体的控
制，  并维护所有公民的健康、尊严、基本权利和福祉，  包括那些选择使用毒品的人民。    

Ruth Dreifuss
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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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发布的第十份报告，  也是对“有效毒品政策的五种途径” 进行深入分析的系
列报告中的最后一份。  这份报告专门针对第四种途径展开论述。

这五种途径是：

1. 将人们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
2. 确保获得基本药物和疼痛控制
3. 终止对毒品使用者的定罪和监禁
4. 将执法行为重新聚焦于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
5. 规范毒品市场，让政府进行掌控。

和之前的研究一道，  这份报告包含严肃的、负责任和详尽的政策建议。   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特别
在这份报告中呼吁新的执法方式：  执法应当针对毒品市场中最有害和最暴力的犯罪因素，  避免“毒品战
争”所带来的惨重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报告摘要

禁毒特种部队，墨西哥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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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毒政策如何滋生跨国有组织犯罪 

这份报告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基于我们对毒品管控各个方面的分析。

跨国有组织犯罪包括毒品市场是实时动态变化的，		用一种协调性的方式去处理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这份报告引人深思，		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考虑毒品贩卖和其他犯罪活动之间的诸多联系。		我们迫切呼
吁各国就如何有效地减少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力量进行以证据为基础的讨论。

政府必须集中精力以减少

   •		 有组织犯罪的力量；
   •				犯罪组织之间相互竞争所产生的暴力；
   •			犯罪组织和国家力量之间冲突所产生的暴力；
   •				暴力所导致的不安全因素。

只要执法策略倾向于将下层的利益相关方（如毒品消费者）进行定罪，		那么和有组织犯罪有
关的权力、暴力和不安全因素就会蓬勃发展。

这些执法往往针对非常简单的行为，		如使用非法药物。但对于面临执法的任何一个人，刑事定罪、歧
视和污名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被监禁；		终身的犯罪记录；		收入和生计损失；		婚姻和孩子监护权的丧
失；极差的卫生保健；遭受身心暴力；以及声誉损失等等。

刑事定罪和歧视削弱了个人和社区保护自己的能力。

国际和国家毒品管控系统中的人权捍卫者必须捍卫人权，		并赋予人们增强自身能力，		掌控自己生活
的手段，		同时基于人权提供适当的服务。

毒品交易中很多低水平、非暴力的行为者被定为犯罪，		这是既不必要，		又是和他们的罪行不相当
的。			个人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参与毒品市场，		从经济的边缘化到缺乏其他机会，		和被迫参与。但是，		刑
事司法系统在进行起诉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到这些因素。		低水平的行为者面临严厉的惩罚，		包括漫长的监
禁和死刑。

自2011年起，全球委员会一直呼吁：		对使用和持有毒品的刑事定罪是世界毒品管控政策的核心问
题，		造成的后果包括严重的人权侵害；		对社群、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暴力的蔓延；		以
及对公共卫生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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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建议	1

各国必须承认镇压式的禁毒执法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并承认禁毒反而加强了犯罪组
织。应当把这样的结论公之于众，同时必须引入全国的讨论，以支持大胆的毒品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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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建议	2

各国必须分析犯罪组织所具有的跨国和跨领域性质，		以审查和改革目前仅关注执法行为的
应对方式。

2  毒品、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卖—当前状况

毒品市场和犯罪集团正处于转型状态	。

在线市场和安全的通讯方式使得毒品和其他商品在各个地区和在以前未知的顾客群体中销售。有组
织犯罪团体正朝着更松散的“网络”结构而不是传统的“卡特尔”形式发展，并且正在跨越多个市场开展业
务。

现代的执法手段必须包含反腐败和洗钱。相反的，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往往被夸大了。

毒品贩运和腐败是共生的。

非法资金可以很轻易地进行转移和清洗，使得犯罪份子可以从有罪不罚和受到保护。

传统的“毒品战争”对毒品市场的这些特征是无法应付的。通过采取一种全面的方式来反对所有非法
活动，政府可以减少暴力和洗钱，并更好地武装自己以打击新兴加密市场中的有组织犯罪。

警犬正全力搜查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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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建议	3

各国必须制定有针对性的、现实的威慑策略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并将应对的重点放在最危险
和/或利润最高的要素上。各国还需要加强部门间的合作，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决毒品市场的问
题，而不是仅仅针对毒品，并开发有效的跨国协调以打击跨境犯罪集体和国际洗钱活动。

3  寻求更好的措施来应对非法毒品市场中的跨
国有组织犯罪

依靠一揽子定罪和威慑，旨在通过针对低水平犯罪分子和使用者，从而提高毒品价格，减少需求的毒
品执法方式，是无效的、有害的，无法适应新的挑战。

毒品执法的目标必须从抑制和消除市场转向对市场的管理。

世界上只有少数毒品市场具有高水平的暴力程度和破坏性。干预措施可以改变市场的这些生态。可以
通过策略性的警务战略来将其转变为更加和平的状态：

•	 重点威慑；以及
•	 选择性的目标策略

在这些方法之下，有限的警务资源用于最暴力和最具破坏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或者脆弱地区，从而减
少暴力并转变行为方式。

对街头执法采取更具战略性、针对性的方法将释放更多资源来调查更高级别的罪犯和犯罪集团。

针对毒品贩运的处理方法必须因地制宜，考虑当地的需求和可用资源。

提出的问题包括：
•	 在全球北部开展的以情报为主导的，有针对性的威慑行动和以及社区警务策略，这些个案不能不	

								加批判地适用于不同的毒品市场环境；
•	 关于“预测性警务”的新技术，如数据集和人工智能，可能会增加对特定区域和社区的了解和分	

								析，从而使这些社区进入有固定周期的针对性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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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受管制的毒品市场中预期有组织犯罪活动

这份报告提供了全球非法毒品市场（价值高达6520亿美元）将如何对合法化作出反应，合法化将使犯
罪集团丧失重要的资源。

犯罪集团将不可避免地作出反应，以力求在其他地方获得利益最大化，并竭力保持权力和影响力。

非法经济中发生转变会带来风险，但在一个机会减少、有组织犯罪利润较低、较不理想的环境中，这种
转变不可避免会发生。很多有组织犯罪也缺乏向新的毒品市场形式和其他犯罪活动过渡所必须的技能、联
系、能力或者意愿。

有组织犯罪集团应对毒品管制的方式将取决于：

- 有组织犯罪组织的类型和性质
- 新管控方式实施的方式和市场的结构

很多本地的帮派可能会在社区内变本加厉，而高水平和政治联系更加紧密的贩运集团可能会利用其
他形式的贩运和利用腐败的联系。

研究表明，战略性的执法和更广泛的发展战略可以：

- 应对各种形式有组织犯罪得以运作的结构性漏洞
- 支持建立管制毒品市场
- 防止犯罪集团转移到新的地区

因非法出售大麻而被捕。十五年后，
他拥有了自己的大麻生意。
© Martin E. Klimek, USA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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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建议	4

各国必须将对毒品的合法化管理作为降低有组织犯罪的负责任途径。问题，而不是仅仅针对
毒品，并开发有效的跨国协调以打击跨境犯罪集体和国际洗钱活动。

3200

孟买附近的贫民窟，印度
©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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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摆脱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单一的国际应对

全球委员会的成员呼吁各联合国成员国

- 考虑合并1961和1971公约，
- 重新审查这些公约中毒品分类x所基于的科学证据，以及
- 通过前体控制来对公约进行补充。

一项关于精神活性物质的公约将为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更好的工具来解决成瘾问题、
执行卫生标准和减少与毒品有关的死亡率。

目前的公约机制提出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例如：
- 为什么国际社会将毒品贩运问题和其他贩运问题分开？
- 联合国成员国麻醉品委员会中讨论毒品贩运问题和有关有组织犯罪问题，而在犯罪预防和形式司

法委员会中讨论其他犯罪问题。为什么这两项讨论是分开的？
- 为什么《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0开始生效的时候1988年公约没有终止？

法律工具的现代化不仅对跟上世界的不断变化是必要的，也是明智的。这在政策相互联系的
当代世界中，也是一项义务。

1997年，已故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国秘书长，也是全球委员会的委员，科菲安南，呼吁将上述两个委
员会合并：“预防犯罪和司法正义委员会以及麻醉品委员会的职能应当合并为一个委员会，以充分保留以
公约为基础而委托给后者的职能。” 

关于毒品管控系统现代化的争论已经过去了，迄今为止，那些使它更加符合目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建议	5

联合国成员必须重新审视国际毒品管控机制的全球治理，以获得更好的公共卫生、公共安
全、司法和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更大影响方面取得更好的结果。

x 根据成瘾性对精神活性物质进行分类的表格。请参看全球委员会2019年的报告。目前是1988年公约授予麻醉品管制局前体控制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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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政策全球委员会 
	

毒品政策全球委员会的目的是在国际层面上开展知情的、	以科学为基础的讨论，					
以人道的、	有效的方式来减少毒品和毒品管控政策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目的
	
      •		 评估“毒品战争”的基础、	有效性和后果
      • 	 评估不同国家应对毒品问题方式的风险和益处
      •		 制定可行的、	以实证为基础的建议，				以开展建设性的法律和政	策改革

联系

Frederic	Ballenegger
media@globalcommissionondrugs.org
+41	79	418	80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