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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2017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所明确指

出的那样，毒品在世界各地危害着人类健康、

发展、和平与安全。为了消除如此种种的危

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全球估计至少有 19 万人因毒品而过早死亡，

其中绝大多数均因滥用类阿片而致死，而多

数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从艾滋病、肝炎和结核病相关病例也可以看

出，吸毒的健康危害触目惊心。

为了确保让监狱人员等迫切需要基于科学证

据的有效预防、治疗和护理的人们能够获得

这样的服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仅举一个

例子来说，今年的报告突出强调需要加快患

者获得丙型肝炎治疗的速度，因为丙型肝炎

对吸毒者健康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艾滋病毒/
艾滋病。 

最近的关注重点在于甲基苯丙胺和新型精神

活性物质构成的威胁。但如报告所示，可卡

因和类阿片的生产有所增长。这些毒品的问

题仍然严重，而类阿片危机几乎看不到转机。

《2017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进一步探讨了

毒品与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非法资金流

动、腐败和恐怖主义的联系，利用了现有的

最佳证据，而最重要的是高度强调了这些领

域需要开展更多研究的事实。

腐败是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成因，毒品供应链

的各个阶段都存在腐败的可能性。但各种不

同类型的腐败与毒品市场之间是如何相互作

用的呢？这一点却鲜为人知。

今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刊行已满二十

年，我为此感到骄傲。

过去二十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始终走在全球研

究的前沿，探究吸毒与毒品供应错综复杂的

各个方面，支持国际合作，为政策选择提供

最新估计、趋势信息和分析。

今年，我们启用了新的报告版式，将报告 
分为五个独立分册：内容提要、报告的结论

和政策影响；全球吸毒状况与毒品供应概览；

植物制成的毒品市场分析；合成毒品市场分

析；毒品问题与有组织犯罪、非法资金流动、

腐败和恐怖主义的关联专题分册。如此改版

旨在满足读者需要，更好地方便用户，同时

坚持作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旗舰出版物

应有的严格标准。

2017 年报告的发布正值国际社会为就未来联

合行动达成一致而采取果断行动之际。

去年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一致通过的

成果文件载有 100 多项实施平衡、全面、综

合方法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具体

建议。

此外，麻醉药品委员会在 2017 年 3 月第六

十届会议上通过了第 60/1 号决议，强调了执

行成果文件的承诺，并制订了关于世界毒品

问题的《2009 年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设定

的 2019 年目标日期前的路线方针，而且加强

了实现《行动计划》商定目标和指标的行动。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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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会特别会议和麻醉药品委员会最近一届

会议所表示的那样，国际社会已做好了准备，

要迅速、果断地应对全球毒品相关挑战。

例如，麻委会于 3 月将两种前体列入了附表，

并将附表药物芬太尼的一种类似物也列入了

附表。这项重要措施增加了犯罪分子非法制

造芬太尼及其类似物的难度，我希望这能有

助于遏制近几年类阿片过量悲剧增长的势头。

然而对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的需求仍然巨大，

资金提供情况远未达到政治承诺水平。为了

帮助所有会员国落实大会特别会议成果文件

所载建议、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相关具

体目标，迫切需要更多资源。

多项毒品挑战不断演变，也突出了预防的重

要性，不仅包括立足科学和权利预防吸毒，

而且包括根据各项公约下的承诺及联合国标

准和规范预防犯罪、腐败、恐怖主义和暴力

极端主义。

最后，我谨请各国政府帮助我们完善这些报

告的证据基础。毒品、恐怖主义与叛乱之间

的联系等问题显然会涉及敏感情报，我们有

理由担心资料来源、收集和处理会受到影响。

但如果要有效应对毒品挑战，我们就必须尽

可能加强国际合作和信息共享，填补差距，

并确保有效而及时地采取联合行动。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执行主任

尤里•费尔托夫

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和安

全理事会决议都对恐怖组织靠贩毒等形式跨

国有组织犯罪敛财深表关切。

而事实已然证实，从毒品交易敛财的不仅有

恐怖组织，还有非国家武装团体。据估计，

阿富汗 85% 的罂粟都种植在塔利班控制区。

但关于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却

仍然顶多只有零星的证据，更何况这些联系

也非一成不变。有组织犯罪与恐怖组织之间

的联系总在不断演变，就像毒品市场本身一

样。

与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市场一样，吸毒、毒品

供应、贩运路线和毒品本身继续以惊人的速

度转移并多元化。

毒品仍然是有组织犯罪网络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随着犯罪分子不断利用暗网等新技术，改

变非法毒品交易的性质和参与者类型，其业

务模式也在不断变化，更松散的横向网络日

益重要，较小的团体也越来越值得注意。毒

品交付的新途径进一步提出了要求，需要邮

政服务等部门参与打击贩毒。 

显然，各国必须具备有关能力，方能采取行

动，应对不断变化的系列可怕威胁和问题。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联合国伙伴密切合

作，根据相辅相成的国际药物管制公约、人

权文书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面

参与加强应对毒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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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所示边界和名称及所用称号并不代表联

合国的正式认可或接受。虚线大致代表印度

和巴基斯坦议定的查谟和克什米尔控制线。

印巴双发尚未商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

位。有争议的边界（中国/印度）因难以明确

界定而用网状线表示。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所用名称和材料编排

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

领土、城市或地区及其当局法律地位，或者

对其疆域或边界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国家和地区的名称按收到有关数据时正式使

用的名称编列。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中所有提及科索沃之

处均应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244  (1999) 号决

议理解。

由于“毒品使用”、“毒品误用”和“毒品滥

用”之间的区别在科学和法律上均模糊不清，

因此《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使用中性词“吸

毒”和“毒品消费”。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所用“毒品”一词均

指受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管制的药物。

除另有说明外，《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所载

全部分析均基于会员国通过年度报告调查表

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交的官方

数据。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所用人口数据来源：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

口前景：2015 年订正本》。

除另有说明外，元是指美元。

除另有说明外，“吨”指公吨。R 指相关系

数，用于衡量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统计关系

强度，正相关为 0 至 1，负相关为 0 至 -1。

解释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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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有组织犯罪集团业务扩张

有组织犯罪集团扩张了非法活动范围，开拓

了新的犯罪领域，如网络犯罪和环境犯罪。

现在，极少有犯罪集团仅专门从事贩毒，更

多的是同时在多个非法部门开展活动。

根据欧洲警察组织的研究，在欧洲联盟活动

的近三分之二贩毒集团涉足的犯罪领域都不

止一个，而这一数字还在连年增长。欧洲的

贩毒集团还经常从事货物制假、贩运人口、

偷渡移民和贩运武器等活动。

毒品对有组织犯罪集团仍然重要

2014 年，估计全球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收入

的大约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来自毒品销售。

2017 年，欧洲警察组织发现欧洲联盟各国活

跃着大约 5,000 个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估

计其中三分之一以上参与了贩毒，超过了参

与有组织财产犯罪、偷运移民、贩运人口、

税务欺诈或任何其他非法活动的比例。

贩毒不再是大型犯罪集团的专属业务

像墨西哥和日本犯罪集团那样等级结构森严

的集团仍继续参与毒品交易，俄罗斯联邦也

有一些集团参与。根据欧洲警察组织的资料，

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组织仍是欧洲最广泛的

有组织犯罪集团类型。

有证据显示，更为松散的横向网络也日益重要

起来。2017 年，欧洲警察组织估计，这样的网

络占欧洲联盟各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30-40%。

技术在开创相对低风险毒品市场方面的作用

移动通信革命为毒贩带来了新的机遇。他们

再也无需与客户面对面联系；取而代之的办

法是，毒贩通过加密网络发送消息，告知客

户取货地点，而收钱则由底层“跑腿儿”负

责。

暗网允许用户以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购买毒品，

而所购毒品则以隐蔽方式交付。典型的买家

是娱乐吸毒者，大多购买大麻、“摇头丸”、

可卡因、致幻剂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不太

可能订购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虽然暗网交

易仅占毒品交易很小的比例，但近年来这个

市场一直在快速增长。

大约 30％ 的可卡因收益进入了非法资金流

根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发的一个模

型，2009 年全球大约有 30％的可卡因销售收

益在境外得到了合法化。2016 年对意大利毒

品罪犯的采访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表明

可卡因吸毒者的大约三分之一花费跨境得到

了合法化。

毒资会加剧国家贫穷

在短期内，毒资流入经济可增加投资和当地

国内生产总值。然而，毒资的长期影响往往

是消极的，特别是当涉毒收益占整个社会或

国家经济总量的比例相对较大时。在这种情

况下，毒资可能抬高房价，扭曲出口数据，

造成不公平竞争，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

均衡，并助长腐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非

法资金的合法企业可能会遭到排挤而被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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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却不会有新的合法投资补充进来。

非法经济的兴起会削弱法治，助长腐败，从

而又会巩固非法毒品行业。

研究表明，包括非法毒品活动产生的资金经

过洗钱后进入经济，会使经济年度总体增长

率下降，特别是在较小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更

是如此。基于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7 个国

家的一项研究估计，洗钱资金每增加10 亿美

元可使整体经济增长减缓 0.03 至 0.06 个百

分点。

整个毒品供应链都存在腐败

毒品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腐败机会。

在生产环节，农民可以贿赂根除小组，生产

商可以贿赂法官和警官，制造商也可以利用

化学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控制前体化学品。

沿供应链而向下，毒贩贿赂海关官员并利用

运输公司的漏洞。在消费者环节，吸毒者可

以通过腐败的医生和药剂师获得毒品。

腐败、非法毒品交易与贫穷相互助长

世界银行研究显示，腐败会阻碍外国投资，

从而加剧贫困。毒品经济更是如此。面对毒

品经济特有的司法系统腐败和无处不在的洗

钱活动，外国公司不太可能进行投资或增加

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腐败还加剧

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众所周知，严重的收入

不平等会催生贩毒和腐败。事实上，毒品行

业让收入不平等状况挥之不去并不断加剧，

而这又会导致毒品生产和贩运的扩张。

对毒品与腐败之间的关系缺乏认识 

有许多研究侧重于具体事件或地理区域；另

一些研究则侧重于腐败认知。虽然这些方法

都有一定优势，但都凸显了各国有关毒品与

腐败关系的数据匮乏。例如，虽然就研究而

言，人们凭直觉会想到这种关联，却对不同

类型腐败与毒品市场和政治结构之间相互作

用的方式知之甚少；而腐败与暴力的共存方

式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联合国指明的恐怖组织：塔利班继续敛财

塔利班参与毒品交易可谓证据确凿。它对阿

富汗参与非法阿片剂生产、制造和贩运的实

体进行征税。此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综

合制裁名单》列明的多位塔利班领导人被控

直接参与贩毒。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非国家武装团

体 2016 年以罂粟种植税和阿片剂贩运税的形

式从阿富汗非法阿片剂交易暴敛了约 1.5 亿
美元。但涉毒收入总额可能更高。安全理事

会第 1988 (201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估计，塔

利班年度总收入大约为 4 亿美元，其中一半

很可能都来自非法毒品经济。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毒品交易中的作用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参与毒品交易的历史

可追溯到几十年前。它们在不同时期为古柯

作物提供了安全保障，对引入前体化学品和

使用着陆带征税，出售古柯糊，并参与区域

内的可卡因交易。

2016 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政府签署

《和平协定》之后，同意停止参与毒品业务。

涉及其他团体的证据稀少 

媒体报道和一些官方来源证据表明，许多其

他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都

与毒品交易存在瓜葛。例如，媒体报道称，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

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其他武装

团体都在生产和消费通常与咖啡因混合的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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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现

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资金估

计数差异巨大 

目前几乎没有可靠数据来估计恐怖组织、叛

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财富总额，因而

很难估计毒品交易对它们的重要性。福布斯

国际曾试图编辑一份清单，但十大最富有的

集团（共计约 50 亿美元）的收入分配严重不

均衡，每个集团的收入从 0.25 亿美元到 20 
亿美元不等。

关于毒品、恐怖主义和叛乱之间关系的证据有限 

该领域的大量研究只跟踪了少数集团，抑或

只立足于意在强调或削弱这些联系的资料。

大部分有关恐怖主义的资料均由情报机构收

集，并列为保密信息，这意味着研究人员只

能依靠媒体报道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智囊团的

研究。

丙胺——“芬乃他林”片剂。缉获数据显示，

该集团活动的这一地区很可能是一个制造中

心，但因为同一地区还有其他集团活动，因

此到目前为止尚无确凿证据证明这一点。

据报道，博科哈拉姆组织也为毒贩跨西非走

私海洛因和可卡因提供帮助。博科哈拉姆组

织成员在乍得受审期间，上诉法院审理发现

了大量精神药物，认定博科哈拉姆组织成员

经常参与这类药物的贩运和消费。再向北，

有证据显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参与

了大麻和可卡因贩运，或者至少为毒贩提供

了保护，但其来自毒品行业的总收入金额不

大。

毒品收入是一些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

武装团体的要害之所在

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集团所处的

地理位置。一些集团地处毒品作物生长茂盛

的地区，由此获益匪浅。渴望控制大片领土

的集团往往需要巨额资金，因而靠有组织犯

罪和非法毒品交易为其实现野心提供资金。

对大多数集团而言，毒品仅是多种收入来源之一

恐怖组织和非国家武装团体都擅长于挖掘多

种收入来源。如果毒品利润枯竭，各集团会

转向敲诈勒索、绑架勒索、抢劫银行、贩卖

自然资源或者贩卖文物。而有些集团的目标

仅仅是对平民发动骇人听闻的袭击，它们用

极少的资金投资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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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分册尽管为独立出版物，但实际为《2017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第五部分，调查了毒

品问题与四大国际问题——有组织犯罪、非

法资金流动、腐败和恐怖主义/叛乱之间的联

系。讨论借鉴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广

泛外部来源的研究，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提供了最新评估。

本分册着重指出了资料匮乏的领域，为进一

步研究工作提供了构想。报告首先概述了自 

1990 年代哥伦比亚卡特尔被捣毁以来涉毒有

组织犯罪的转型。犯罪集团近几年转向了使

用无人机、暗网，并利用新兴的网络组织。

接着，报告分析了国际体系中毒资的危害。

然后讨论了毒品交易与腐败相互助长的方式。

最后，报告深入讨论了塔利班、伊拉克和黎

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及哥伦比亚

革命武装力量等团体对毒资的依赖程度，更

广泛地分析了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其他非

国家武装团体与暴力和非法毒品交易之间的

联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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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毒品问题与有组织犯罪

5

有组织犯罪近几十年的重大转变 

有组织犯罪集团抓住新机遇 

有组织犯罪集团总能与时俱进，神通广大。

在它们眼里，从假冒和欺诈，到绑架和贩运

人口，无不为正当业务。反映这种无所不及

的最明显例子，可能就是 1933 年美利坚合众

国废止禁酒令后有组织犯罪花样百出的状况。

在 1920 年代利用禁酒令大发横财的犯罪集团

到了 1930 年代，开始在各种可能有利可图的

部门追逐新的“商机”。

同样，1990 年代世界各地有组织犯罪集团垮

台后（例如哥伦比亚麦德林和卡利集团倒台；

美国和意大利主要有组织犯罪头目被捕等），

新的集团不断兴起，业务更加多样化，包括

环境犯罪、网络犯罪、身份盗用、偷运移民

和洗钱。有组织犯罪集团目前的许多活动在 

1990 年代初期几乎都还不存在。

有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依靠更加严格的管理体

系获取利益。例如，如果政府立法管制危险

废物，有组织犯罪集团就会插手干预，并通

过规避这些新标准而提供更廉价的服务。旨

在保护野生动物、文化遗产或知识产权的监

管制度也是这样。

一般而言，许多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业务领域

都不止一个，这一点诠释了它们在各种非法

市场之间辗转腾挪的能力。比如，墨西哥几

大集团的活动横跨了若干业务领域。6 

最近几年，犯罪集团（包括毒贩）的业务多

6 Cameron H. Homes，《墨西哥的有组织犯罪》（波托
马克书屋，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4年）；George 
Philip 和 Suana Berruecos 编，《墨西哥的公共安全斗
争》（施普林格出版公司，2012 年 6 月）；Jonathan D. 
Rosen 和 Roberto Zepeda，《墨西哥的有组织犯罪、贩毒
和暴力：从费利佩·卡尔登向恩里克·佩尼亚·尼托过
渡》（列克星敦出版社，2016 年 7 月）。

A. 毒品问题与有组织犯罪

世界各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已存在数个世纪

了，1、2、3 它们参与国际毒品交易的历史已

达近百年。4、5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技

术、立法和政策的变迁，它们的运作和架构

也发生了改变；许多最为臭名昭著的贩毒团

伙经历了兴衰成败而消亡了。

毒品贩运对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性似乎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达到了巅峰，此后出现

了新的“商机”。几十年前，有组织犯罪集

团现在的许多活动几乎都还不存在。不过，

毒品贩运算是发展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孵化器；

有时，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其他非法市场立稳

了脚跟之后，也可能开始涉足这项活动。

总之，毒品继续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发挥重要

作用，这些集团还在不断探索偷运和销售产

品、藏匿利润、恐吓对手、影响政客和消灭

敌人的新方式。

1 Cyrille Fijnaut，“探寻历史上的有组织犯罪”，《牛津
打击有组织犯罪手册》（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第 53-95 页。

2 David E. Kaplan 和 Alec Dubro，《Yakuza：日本黑
社会》（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8-21 页。

3 Jason Sardell，“西西里黑手党和庇护制的经济起源”，
伍斯特理工学院 BSc 项目，2009 年 3 月 13 日。

4 Fijnaut，“探寻历史上的有组织犯罪”。

5 Michael Koutouzis 和 Pascale Perez，《世界毒品图集》，
地缘政治观察站（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6 年）。

什么是有组织犯罪集团？

“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在一定时期内存

在、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

以 直 接 或 间 接 获 得 金 钱 或 其 他 物 质 利 益

而 一 致 行 动 的 有 组 织 结 构 的 集 团 ” 。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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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更难以追踪。13、14 一旦某些个人遭到侦

查，网络可以围绕新的参与者迅速重组，15 

整体适应性极强。16 随着小型犯罪集团甚至

个人犯罪组织者的出现，犯罪市场在线活动

的碎片化尤其明显，包括通过暗网的毒品贩

运。17 但贩毒当然不是某一类型犯罪集团的

专属业务。像墨西哥和日本犯罪集团那样等

级结构森严的集团18 仍继续参与毒品交易，

俄罗斯联邦19 也有一些集团参与。

有组织犯罪和毒品市场通过技术和运输转型 

有组织犯罪集团始终处于如火如荼的竞争之

中，不仅与当局抗争，更要与竞争对手竞争。

就像竞争激烈的任何商业活动一样，希望保

持领先的犯罪集团需要争先部署最新技术。

长期以来，有组织犯罪集团一直注重加快毒

品运输速度，不惜采用轮船、集装箱、飞机，

甚至动手自制半潜水船只，因而能在全球运

输更大量的毒品。20

13 Vy Le，“有组织犯罪类型：结构、活动和条件”，   
《犯罪学和社会学的内部期刊》，第 1 卷（全球生命
科学，安大略省米西索加，2012 年），第 121-131 页。

14 Frederick Desroches，“毒品贩运上游研究：评论”， 
《药物问题杂志》，第 37 卷，第4期（2007 年 10 月），
第 833 页。

15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16 个国家 40 个有组
织犯罪集团试点调查结果》（2002 年 9 月）。

16 Carlo Morselli，《犯罪网络内部》（2009 年）；Toine 
Spapens，“犯罪集团与执法机构的交锋：荷兰摇头
丸案例”，《全球犯罪问题》，第 12 卷，第 1 期
（2011 年），第 19-40 页；Paul A. C. Duijn、Victor 
Kashirin 和 Peter. M. A. Sloot， “犯罪网络中断的相对
效果”，《科学报告》，第 4 卷，第 4238 期（2014 
年），第 1 页。

17 《2017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表》。

18 Le，“有组织犯罪类型：结构、活动和条件”。

19 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集团通常由独立的半自治“游
击队”组成，虽然倾向于汇集资源，但其业务或
多或少相互独立，因此权力相当分散，但组织
结构却也明确（牛津大学犯罪学教授 Frederico 
Varese，“财富 5：世界上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
团”，《财富杂志》（2014年9 月14 日）。可查阅 
http://fortune.com/2014/09/14/biggest-organized-
crime-groups-in-the-world/）。

20 Damián Zaitch，《可卡因贩运：荷兰的哥伦比亚毒
品企业家》，《有组织犯罪研究》，第 1 卷（海
牙，Kluwer国际法，2002 年）。

样化发展非常迅速。2013 年，欧洲警察组织

估计，在欧洲联盟活动的30% 以上有组织犯

罪集团涉足的犯罪领域都不止一个；贩毒集

团的这一比例则超过 50%。2017 年，所有犯

罪集团的这一比例上升到了 45%，而贩毒集

团的这一比例则为 65%。四分之三的贩毒集

团从事多种毒品贩运。欧洲与贩毒有关的犯

罪通常包括货物造假、贩运人口、偷运移民

和贩运武器等活动。7、8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结构转型 

等级制的组织体系有一大弱点：即一旦被当

局发现，就很容易被连根拔除。最近几十年，

一些等级森严的犯罪集团进行了结构重组，

形成了网络化组织。与此同时，结构较松散

的较小集团也开始参与国际贩毒，通常采用

新技术来降低被发现的风险。

虽然欧洲联盟发现的大多数国际有组织犯罪

集团仍然按等级制组织，9 但欧洲警察组织发

现有一种从纵向结构向网络组织模式的横向

犯罪集团转型的趋势（蜂窝状结构，等级不

那么僵化或永久）。10 2017 年欧洲警察组织

发现 30-40% 有组织犯罪集团为松散犯罪网

络。11 松散的犯罪网络覆盖所有毒品市场的

同时，在大麻草药和合成药物，包括新型精

神活性物质贩运中的作用尤为突出。12 这种

类型的网络通常比其他类型更灵活，其成员

通信更加迅速，使得货物交付极为高效，并

7 欧洲警察组织，《2013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
胁评估表》（海牙，2013 年）。

8 欧洲警察组织，《2017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
胁评估表》（海牙，2017 年）。

9 同上。

10 《2013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表》。

11 《2017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表》。

12 Wouter Vanhove 等人，《室内大麻非法种植园收成》
（根特，学术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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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易竞争激烈区域沦为其他形式犯罪牺牲品的

可能性。26

暗网暂时仅占毒品销售的很小比例。典型的

买家是娱乐吸毒者，大多购买大麻、“摇头

丸”、可卡因、各种致幻剂和新型精神活性

物质，不太可能订购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27 
但一些国家通过暗网购买毒品的数量正快速

增长，28 这种更为直接的交易省却了供应链

上的若干环节。29 一项所谓的“加密市场”

研究得出结论认为，2013 年 9 月和 2016 年 

1 月总收入的近四分之一来自 1,000 美元以上

的交易，这表明有人购买的目的是为了在线

下销售。30 

虽然暗网上的毒品贩运规模仍然相对较小，

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但其增长却非常

迅速，可能会大大减少对在全球各城市运作

了几十年的人员密集型大规模毒品交易实体

网络的需求。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结果将很

难预测。例如，目前植物制成的毒品的种植

区将很可能不变。但在销售层面，街头经销

商可能因为客户人群的减少而陷入恶性竞争，

抑或开始寻找其他生财之道。尽管随着匿名

毒品购买行为的流行，围绕毒品交易业务   

（供应商—客户关系）的暴力活动可能会减

少，但还不清楚这最终会加剧还是减少犯罪。

26 Cadet-Taïrou 等人，“精神活性物质吸毒者与市场：最
新趋势”。

27 《2016 年全球毒品调查》和《2015 年全球毒品调查》。
可查阅 www.globaldrugsurvey.com。

28 同上。

29 James Martin，“迷失在丝绸之路：在线毒品销售与‘加
密市场’”。《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第 14 卷，第 3 
期（2014 年），第 362 页。

30 Kristy Kruithof  等人，“互联网促进毒品交易：规模、
范围和荷兰作用的分析”，《研究报告丛书》（加利
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兰德公司，2016 年）。

移动通信革命为毒贩带来了新的回避风险机

遇。毒贩现在可以采用底层“跑腿儿”收钱，

然后再通过短信告知客户取货地点，无需与

客户面对面联系。毒贩即使被抓，最多也只

携带了极少量的某一特定毒品，这显然降低

了“商业风险”。21 除此之外，毒贩还可用

加密软件来保护其通信和数据——对执法机

构而言，这个问题随着移动设备上本土加密

技术的日益普及而更加棘手。22 因此，存在

手机或SIM卡上的潜在客户电话号码现在成了

宝贵的资产，犯罪集团之间甚至用来交易。

最近的报告显示，贩毒团伙甚至进入了美国

用来巡逻墨西哥边境的无人机管理系统23 以

及安特卫普港口当局用来跟踪集装箱的系

统。24 欧洲警察组织重点指出了犯罪集团雇

用黑客专家的新兴现象，并预计此类活动会

越来越普遍。25

暗网是一个加密网络，其用户可以匿名交换

货物和服务，既包括合法的货物和服务，又

包括法律禁止的货物和服务。就全球而言，

暗网占有的仍然只是一个缝隙市场，但增长

潜力巨大。暗网用户可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付款，然后即得到所指定的毒品。这一匿名

性质降低了毒贩和吸毒者双方的被捕风险，

也消除了购买毒品的其他陷阱，如在毒品交

21 Agnés Cadet-Taïrou 等人，“精神活性物质吸毒者与市
场：最新趋势（2015-2016 年）”，《趋势》，第 8 
卷，第 115 期（2016 年 12 月）。

22 欧洲警察组织，《2016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
胁评估表》（海牙，2016 年）。

23 “贩毒集团攻击美国边境巡逻无人机”，2016 年 1 
月 3 日。可查阅 www.hackread.com/us-border-patrol-
drones-hacked-by-drug-cartels/。

24 “毒贩为运输毒品而攻击货运集装箱”，2013 年 10 
月 21 日。可查阅 https://motherboard.vice.com/en_us/
article/how-traffickers-hack-shipping-containers-to-move-
drugs。

25 “在毒贩网络攻击后警察发出警告”，2013 年 10 月
16 日，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可查阅 http://www.bbc.
com/news/world-europe-24539417。



18

20
17

年
世

界
毒

品
问

题
报

告

的毒品贩运业务。36 在这些集团倒闭之后，

一些较小规模的集团逐渐兴起，其中一些就

是被捣毁的大集团的残余势力。许多小集团

仍然靠毒品交易牟利，但随着有组织犯罪集

团发现了新的风险较小而有利可图的商机后，

毒品交易的重要性开始整体减弱。

无独有偶，1990 年代从前苏联继承国和其他

东欧过境国诞生的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似乎

预示着毒品交易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意义减

弱。这些新集团的主要业务不再是毒品贩

运。37 然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一项对

全球的研究显示，截至 2002 年，在 16 个国

家调查的 40 个犯罪集团中，有一半以非法毒

品为其主要或核心业务。38 

毒品仍然是有组织犯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最近几十年出现了转型以及犯罪多样化

趋势，毒品市场仍然在有组织犯罪活动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在欧洲，非法毒品不仅构成

了最大的单一有组织犯罪市场，39 而且还是

一个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语种和各个民族

分支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高度协作和竞争

的市场。40 

36 Koutouzis 和 Perez，《世界毒品图集》。

37 Vadim Volkov，“俄罗斯黑手党的兴起与灭亡”，《牛
津打击有组织犯罪手册》，Letizia Paoli 编（牛津大学
出版社，2014 年），第 159-176 页。

38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16 个国家 40 个有组织犯
罪集团试点调查结果》（2002 年 9 月）。

39 《2013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表》。

40 Mangai Natarajan、Marco Zanella 和 Christopher Yu，“各
种贩毒组织分类”，《毒品问题杂志》（2015 年），第 
409-430 页；François Farcy，“比利时犯罪情报和打击有
组织犯罪”，《法国犯罪学与刑法学》，第 4 期（2015 
年），第 3-40 页。

有组织犯罪与毒品贩运的关系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的有组织犯罪

集团增多，并开始参与贩毒。31 在 1960 年
代和 1970 年代还有一些个人参与非法毒品交

易，到了 1980 年代则主要是集团活动了，交

易活动也日益趋于跨国化和复杂化。

1990 年代迎来了一个新阶段，庞大的麦德林

毒品集团于 1993 年倒闭，而卡利集团则于

1995 年被拔除，因而控制着大部分国际可卡

因交易的集团被消灭了。32 哥伦比亚毒品集

团的倒闭开启了 1990 年代贩毒领域的系列改

变，包括较小集团的兴起。事实证明，这些

集团在贩毒方面非常高效，对国家的直接威

胁却不那么紧迫。

缅甸的孟泰军控制了大量海洛因的生产，以

及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33 但于 1996 
年被解散了。34 这中断了其建立的经中国香

港和中国台湾省到北美洲市场的供应链。35  
在目的地和过境市场上，那个十年期间有若

干意大利和美国所谓的有组织犯罪的“大毒

枭”被捕。他们之前在各自国家控制着大量

31 David F. Musto，《美国社会病——麻醉品管制源头》，
（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

32 Francisco E. Thoumi，《世界毒品政策模式与哥伦比亚
挑战讨论》（波哥大，哥伦比亚学院经济学系， 2015 
年）。

33 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非法鸦片主要
生产中心——缅甸”，载于《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
犯罪办事处毒品与犯罪研究丛书》，《2001 年全球非
法毒品趋势》，第 44-59 页。

34 Michael E. Brown 和 Sumit Ganguly 编，《亚洲及太
平洋地区的政府政策与种族关系》，《土著理事会
国际安全研究》，与太平洋盆地研究中心合作（伦
敦，1997 年）；Global Security.org，孟泰军。可查
阅 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para/sua.htm; 
Mong Tai Army。可查阅 www.revolvy.com/main/index.
php?s=Mong%20Tai%20Army。

35 Koutouzis 和 Perez，《世界毒品图集》；Paul B. States，
《全球习惯——无国界世界的毒品问题》，布鲁金斯学
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6年）；David Amoruso， 
“金三角：三边如何垄断海洛因市场”（2016 年 6 月 
16 日）。可查阅 http://gangstersinc.ning.com/profiles/blogs/
the-golden-triangle-how-triads-cornered-the-heroin-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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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参与贩毒的有组织犯

罪集团往往规模更大。42

欧洲警察组织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全球化和

跨境网络覆盖，如今参与欧洲毒品交易的欧

洲联盟以外的犯罪集团包括来自各个国家的

公民；很可能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国家、前

苏联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东亚和北

非国家。欧洲 70% 的犯罪集团由许多不同国

籍成员组成。43

打击贩毒集团的国家对策

1980年代出现了强大而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跨

国贩毒组织，促使国家政府承诺履行国际法

律义务，以打击此类犯罪活动。

各国通过的主要文书之一便是《1988年联合国

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其

中特别警告“非法贩运同其他与之有关的、有

组织的犯罪活动结合在一起，损害着正当合法

42 《2013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表》。

43 《2013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表》。

2017 年，欧洲警察组织发现欧洲联盟活跃着

大约 5,000 个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其中 35% 
以上参与贩毒——超过了涉足财产犯罪、偷

运移民、贩运人口、税务欺诈或任何其他非

法活动的比例。41 较之于从事金融和经济犯

罪、财产犯罪和假冒伪劣等其他犯罪领域活

41 《2017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表》。

图.1 欧洲联盟各种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比例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改编自欧洲警察组织
《2017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表》。

表1 活跃于欧洲非法毒品市场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资料来源：Ernesto U. Savona 和 Michele Riccardi 编，《从非法市场到合法商业：欧洲有组织犯罪业务组合》，有组织犯罪业务组
合项目最后报告（特伦托，跨国犯罪联合研究中心，特伦托大学，2015年）。

偷运移民

35%以上有组织
犯罪集团涉足

税务
欺诈

毒品贩运

贩运人口

有组织
财产犯罪

欧洲联盟各种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比例

存在有力证据表明特定国家/区域的有组织
犯罪集团涉足各类毒品的情况 

存在有限证据表明特定国家/区域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涉足各
类毒品的情况 

海洛因 阿尔巴尼亚、巴尔干、土耳其、非洲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其他东欧集团、英国、荷兰、意大利
黑手党、意大利其他集团、立陶宛、摩托车帮派、中东、其
他亚洲集团、北非

可卡因
哥伦比亚、非洲、阿尔巴尼亚、意大利
（“光荣会”）、西班牙

英国、芬兰、法国、意大利其他集团、摩托车帮派、其他
西欧集团、巴尔干、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格鲁吉
亚、墨西哥、北非、南美

大麻
阿尔巴尼亚、中国、荷兰、北非、其他亚
洲集团、西班牙

非洲、俄罗斯/格鲁吉亚、土耳其、意大利黑手党、英国、
芬兰、法国、爱尔兰、摩托车帮派

其他非法毒品 英国、荷兰、立陶宛、其他东欧集团
英国、芬兰、摩托车帮派、其他西欧集团、阿尔巴尼亚、
俄罗斯/格鲁吉亚、土耳其、中国、其他亚洲集团



20

20
17

年
世

界
毒

品
问

题
报

告

德国有组织犯罪与毒品的关系 

政府数据显示，2015年，德国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起诉中，

约有37%涉及参与毒品贩运的集团。欧洲警察组织估计，与

整个欧洲联盟的比例相当（2017年超过35%）。a 

据估计，2010 年，德国有组织犯罪所产生的总收入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 0.7%，似乎低于估计为 0.9% 的欧盟平均水平。b

2009-2014 年期间，德国参与贩毒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比

例有所下降，但如起诉详细资料显示，2015 年这一比例再

次上升。近年来，其他犯罪领域的比例不断上升：财产犯罪

（从 2010 年的 12% 升至 2015 年的 15%），网络犯罪（从 

2010 年的 0.7% 升至 2015 年的 4%），贩运人口和偷运移

民（从 2010 年的 6% 升至 2015 年的 8%）。c 虽然这一趋

势反映了有组织犯罪所涉活动和区域的多样化，但也可能反

映了执法当局对其他犯罪领域的日益重视。

2015年德国依据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法律诉讼
数量计算的有组织犯罪活动类型分布（百分
比）*

* N = 566 起针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法律诉讼，其中205起主要因参与毒
品贩运。2015年，这些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嫌疑犯总人数达8,675人。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有组织犯罪：2015年国情”。

2009-2015年德国被诉涉非法毒品交易的集团占
所有被诉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比例*

* 近年来，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起诉总数保持相对稳定：2009年579
起，2015年566起。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有组织犯罪：2015年国情”。

2014 年和 2015 年德国毒品犯罪占所有举报犯
罪的比例和占所有涉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诉讼的
比例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有组织犯罪：2015 年国
情”（及 2014 年国情）；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警方犯罪统
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2015 年年鉴（及 2014 年年鉴）。

a 《2017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表》。

b Ernesto U. Savona 和 Michele Riccardi 编，《从非法市场
到合法商业：欧洲有组织犯罪业务组合》，有组织犯罪
业务组合项目最后报告 （特伦托，跨国犯罪联合研究中
心，特伦托大学，2015 年），第 36 页。

c 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有组织犯罪：2015 年国情及 
2010 年国情”；可查阅 www.bka.de。

d 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警方犯罪统计：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2014 年年鉴》第 62 版（威斯巴登，刑事研究
所，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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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毒品贩运仍然是德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共同从事的

主要活动。非法毒品在有组织犯罪集团起诉案件中的比例

远远高于在所有举报犯罪中的比例（2015 年高出八倍）。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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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犯罪，2.7

洗钱，2.1 环境犯罪，0.9

武器贩运，0.9

腐败，0.4

其他，0.9

夜生活

毒品犯罪占所有犯罪的
比例 

毒品犯罪占有组织犯罪
的比例 



21

B. 毒品收益与非法资金流

5

合作和引渡范围从毒品贩运延伸到了一切形

式的有组织犯罪。

与此同时，不仅从供应端，也从需求端加大

了处理毒品问题的力度。《1998 年政治宣言

和行动计划》、《2009 年政治宣言和行动计

划》以及 2016 年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

的成果文件都强调了减少需求的重要性，作

为应对毒品问题的平衡方法的一部分。

各国政府也通过更新本国接受电子证据的标

准、培训本国工作人员发现和利用这类证据

以及特别针对毒贩利用社交媒体和电子媒体

的情况出台新的战略，致力于打击贩毒组织

所利用的技术。

但许多政府似乎已将工作重点从毒品管制转

向了打击更广泛的犯罪活动。非法毒品交易

越来越被看成是多种犯罪类别之一。增加了

打击恐怖主义、贩运人口、网络犯罪、洗钱、

腐败等各种其他形式经济犯罪的预算。与此

同时，对反麻醉品活动和替代发展的国际援

助也减少了；由于综合发展援助自 2009 年以

来一直在持续增长，所以这一减少显得尤为

突出。45 

B. 毒品收益与非法资金流动 

每年贩毒组织经手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它

们用钱的方式可对当地经济以及更广泛经济

产生巨大影响。它们可能会将现金从本国偷

运出境，购买或建造房地产，投资餐厅和赌

场，以达到洗钱的目的，抑或将利润藏匿在

离岸金融中心。根据其选择的方式，可能会

45 《2016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E.16.XI.7）。

的经济，危及各国的稳定、安全和主权”。各

国政府商定了广泛措施来打击毒品贩运，包括

引渡、没收犯罪所得、司法协助、前体管制、

反洗钱措施以及控制下交付。

《1988 年公约》还规定，对于生产、制造、

运输、出售、进口或出口毒品等严重犯罪44 

可进行引渡，结束了数年的有罪不罚现象，

并限制了犯罪头目在当地监狱高墙之后继续

开展业务的能力。在美洲，这可能促使有组

织犯罪集团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不再直接将

毒品发往虽然有利可图却执行引渡公约的最

终目的地，而是开始利用不太可能引渡的过

境国，即便价格低一些、利润少一些，也在

所不惜。这改变了国际毒品贩运的流向以及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权力架构。例如，哥伦比

亚集团可能放弃了控制权，使得墨西哥有组

织犯罪集团得以填补空白，发展成了庞大的

毒品卡特尔。这一改变或许也为较小规模的

集团参与贩毒创造了新的机会从而拓展了过

境国的贩毒供应链，特别是在中美洲以及后

来在非洲，尤为如此，贩毒集团在这些区域

造成了不稳定和暴力。

国际合作的加强部分促成了打击贩毒的成功，

提高了这一领域的风险水平，促使若干有组

织犯罪集团开始寻找不太引起当局注意的其

他机会。在这一背景下，一项新的国际工具

出台了，目的是打击有组织犯罪。2000 年，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亦称

《巴勒莫公约》获得签署。签署国同意将参

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妨碍司法

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公约将法律援助、执法

44 《公约》第 3 条第 1 款涵盖了这一点，包括违反
《1961 年公约》或《1971 年公约》，生产、制造、运
输、出售、进口或出口毒品等活动；非法分销前体化
学品以及洗钱和相关活动；但犯罪行为不包括购买、
持有或种植毒品供个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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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的零售价格。

最近的一些全球估计数显示，2014 年毒品贩

卖收益略超过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总收入的四

分之一，范围在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之间。最近几年，涉毒收入似乎成了全球跨国

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仅次于各

类假冒伪劣货物收入。46 

工业化国家的毒品收益

根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00-2009 年的

估计数，毒资是美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荷兰和意大利的第二大犯罪收入

46 这一计算基于 2014 年估计数：即贩毒收益为 4,260 
亿至 6,520 亿美元，而跨国有组织犯罪收入为 16,000
亿至 22,000 亿美元（Channing May，“跨国犯罪与
发展中世界”，《全球金融廉政》（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2017 年 3 月）。

扭曲房产价格，形成不公平竞争，排挤合法

工商业，助长腐败，破坏吸引国际投资的环

境，最终破坏法治和经济稳定。

本节评估涉毒犯罪究竟产生了多少资金，并

介绍贩毒集团如何将其资金投入到更广泛经

济中，特别是当其将资金送往海外时，则称

为“非法资金流动”。

认识这些过程是打击金融犯罪和涉毒犯罪的

重要组成部分。

毒品犯罪收益 

对非法活动资金规模进行量化之后，方能对各

部门的犯罪活动予以比较。“收益”一词等同

于“销售额”、“营业额”和“收入”。就毒

品而言，这一数额等于所贩卖毒品数量乘以各

毒品收益

     国内         国际 =

毒品总利润 = 毒品收益 - 毒品成本 

供洗钱的利润 =

毒品净利润 = 总利润 - 贩运成本*

* 运输成本、中介费用、行贿等。
** 生活费、奢侈品、车等。

净利润 -  毒贩的生活费用** 

涉毒非法资金流

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目标16.4

到 2030 年，大幅减少非法资金和武器流动，加强追赃
和被盗资产返还力度，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犯罪。

国际社会目前正在制定衡量非法资金流动减少的指标，

包括与非法毒品行业有关的资金流动。

联合国规定

2000 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 2003 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犯罪所得”定义为“直接或

间接地通过犯罪而产生或获得的任何财产”。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

约》之前将此描述为“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按第3条第1

款确定的犯罪而获得或取得的任何财产。”

衡量概念：从毒品收益到非法资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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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花费占欧洲联盟国内生产总值的 0.23%（277 
亿欧元），49 相比之下却占美国的 0.7%
（1,090 亿美元）。50

2010 年欧洲联盟估计数为相当于犯罪收益的

大约 25%，使毒品成为有组织犯罪的第三大

收入来源，仅次于逃税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

如果包括逃税，毒品则占欧洲联盟有组织犯

罪总收入的 34%。51 

49 Savona 和 Riccardi 编，《从非法市场到合法商业：欧
洲有组织犯罪业务组合》。

50 Beau Kilmer 等人，《2000-2010 年美国吸毒者的非法毒
品花费》，《研究报告丛书》，第 RR-534-ONDCP 号
文件（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兰德公司，2014 年）。

51 Savona 和 Riccardi 编，《从非法市场到合法商业：欧
洲有组织犯罪业务组合》。

来源。47 此项研究还包括澳大利亚和德国数

据。根据研究结果，对逃税而言，所有其他

犯罪活动都相形见拙。数据显示，如果不包

括逃税，毒品占此期间六国合并犯罪总收益

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如果包括逃税，

毒品只占犯罪总收益的大约 10%。

欧洲联盟 2013 年的毒品市场估值为每年大约 

243 亿欧元。48 根据 2010 年毒品市场估值研

究，就占经济产出的百分比而言，毒品贩卖

在欧洲联盟不如在美国重要。2010 年，毒品

47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毒品贩运和其他跨国
有组织犯罪的非法资金流》，《研究报告》（2011 年 
10 月），第 70-91 页。

48 范围：210 亿—310 亿欧元（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
《欧洲毒品报告：趋势与动态》（里斯本，2016 年）。

表2 部分工业化国家非法毒品贩卖和其他犯罪的收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毒品贩运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非法资金流》，研究报告（2011 年 10 月）。
基于：Peter Reuter 和 Edwin M. Truman，“追踪脏钱——打击洗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04 年）；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
室，《美国吸毒者的非法毒品花费》（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01 年 12 月）；Chris Groom 和 Tom Davies，“制定衡量联合王
国国民账户违法活动的方法”，《经济趋势》，第 536 期，1998 年 7 月，第 33-71 页；Stephen Pudney、Celia Badillo、Mark 
Bryan、Jon Burton、Gabriella Conti、Maria lacovou，“估计联合王国非法毒品市场的规模”，内政部；“衡量问题吸毒的不同方
面：方法发展”，《内政部在线报告》第 16/06 号；John Walker 于 1992 年为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提供的原始论文更新，被引
用于 Brigitte Unger，《洗钱规模与影响》（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2007 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相互评估
报告，2010 年 2 月，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 年 3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德国：关于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的详细
评估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别报告》 第 10/78 号（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0 年 2 月）。联邦统计局，威斯巴登；意
大利社会科学理事会，《非法市场与 SOS 集团第十二次报告——企业犯罪手段》（罗马，SOS，2010 年 1 月 27 日）。
a 为数有限的部分犯罪的部分估计数。
b 荷兰报告了综合类别的欺诈和逃税行为；为了估计犯罪总收益，不包括逃税，假设荷兰与德国的分类相同。
c 2009 年，各国数字均按国内生产总值加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估计年份 毒品
各类犯罪总收益的比例，

不包括逃税
各类犯罪总收益的比例，

包括逃税

美国 2000 0.7% 2.3 % 8.0%

联合王国 1996/2003/2004 0.5% 1.2% a 无数据

澳大利亚 2003 0.3% 1.5 % 无数据

荷兰 2003 0.4% 1.7% 3.5%

德国 2007 0.4% 1.3 % 2.3%

意大利 2009 0.7% 7.7 % 无数据

未加权平均数  0.5%
(0.4%-0.6%) 

2.6% 
(0.6%-4.6%) 

4.6% 
(2.2%-7.0%) 

加权平均数c  0.6%
(0.5%-0.7%) 

2.5% 
(0.5%-4.5%) 

5.3%
(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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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这一估计数基于占欧洲联盟国内生产

总值一半左右的国家数据，53 与 1995 年估计占

国内生产总值 0.6% 的花费相比，有所减少。54 
过去二十年，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减少；非法毒

品销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990 年的 

53 除克罗地亚、法国、德国、意大利、马耳他、荷兰和波
兰之外的所有欧洲联盟国家。

54 欧盟统计局数据库。可查阅 http://ec.europa.eu/eurostat/
data/database。

如果只算七个西欧国家——芬兰、法国、爱

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联合王国，

毒品则显得更为重要，在不包括逃税的情况

下占有组织犯罪总收益的 42%。52

根据欧洲联盟统计局（欧盟统计局），21 个
欧盟成员国的欧洲家庭 2015 年在毒品上的

花费总额为 210 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2 同上。

表3 非法市场每年的收入（十亿欧元）

资料来源：Savona 和 Riccardi 编，《从非法市场到合法商业：欧洲有组织犯罪业务组合》。
a 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联合王国。

非法市场 七个西欧国家a 欧洲联盟

非法毒品 20.2 27.7

贩运人口 仅几个欧洲国家有估计数

非法贩运枪支 - 0.4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 5.2 9.4

伪造罪 21.6 42.7

非法赌博 仅几个欧洲国家有估计数

敲诈勒索 仅几个欧洲国家有估计数

高利贷 仅几个欧洲国家有估计数

无交易社区内欺诈 16.9 29.3

货物盗窃 0.36 0.42

总计 64.2 109.9

表4 美国和 21 个欧洲联盟国家按定值货币计的非法毒品零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计算，基于：Kilmer 等人，《2000-2010 年美国吸毒者的非法毒品花费》；世界银行，世界
发展指标；欧盟统计局，欧盟统计局数据库。可查阅 http://ec.europa.eu/eurostat/data/database。
a 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塞浦路斯、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
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联合王国。
注：两点 (..) 表示无数据。

1988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按定值货币计的非法毒品零售额

美国
按 2010 年定值美元计 
(十亿) 

195 146 95 108 119 109 ..

21 个欧洲联盟国家* 按 2010 年定值欧元计 
(十亿) 

.. .. 13.1 15.3 19.2 19.2 18.0

毒品零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美国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
比(%) 

2.22 1.57 0.90 0.85 0.83 0.74 ..

21 个欧洲联盟国家*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
比(%) 

.. .. 0.62 0.49 0.37 0.34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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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哥伦比亚涉毒收入的下降与古柯叶种植面积

的全面减少——在 2000-2013 年期间大约减

少了 70% ——以及鸦片产量的大幅减少同

步。57

毒品利润洗钱

据估计，毒品交易所产生毛利润的一半以上都

进入了洗钱渠道。

在 1980 年代末，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认为，

三分之二到 70% 的毒资被洗白了。58 金融行

动特别工作组研究是首批做出这样估计的研究

之一，其数据来源于对该领域专家的采访。

这一结论与 2011 年澳大利亚、荷兰和美国的

57 《2016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及往年报告。

58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药物
滥用和非法贩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药物规划署
技术丛书》第 6 期（维也纳，1998 年）；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财务系统弊端、金融犯
罪和洗钱——背景文件”（2001 年 2 月 12 日）。

1.6% 降至 2010 年的 0.7%。

美国自 1980 年代末以来，按定值货币计的毒

品销售额有所减少，但欧洲过去二十年的这

一数字却有所增长。这表明欧洲毒品销售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显著下降的原因在于

其他部门国内生产总值的更强劲增长，而不

是毒品市场的萎缩。

从 1995 年到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 2008 年期

间，欧洲联盟 21 个国家的毒品销售额增长了

大约 50%。从 2008 年至 2015 年，毒品销售

额则减少了大约 10%。西班牙和联合王国的

毒品销售额在 2008-2015 年期间均减少了 15%
（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6% 和 0.4%）。

减少幅度最大的是塞浦路斯。这可能说明了

毒品销售与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但希腊的

估计数显示了毒品销售额在 2008-2015 年期

间的强劲增长（31%），这说明金融危机并不

一定是毒品市场变化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

包括奥地利、芬兰、立陶宛、卢森堡、葡萄

牙和瑞典在内的一些国家 2015 年毒品销售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不到 0.1%。55 

主要毒品生产国的毒品收益

欧洲联盟或美国的毒品市场在整个经济中所

占比例很小。与之相比，今天的阿富汗和世

纪之交的哥伦比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2011-2016 年
期间，阿富汗阿片剂出口净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在 7% 至 16% 之间浮动。56 

一些研究显示，哥伦比亚所有犯罪活动（包

括毒品）的非法收入持续下降了近二十年。

55 同上。

56 阿富汗禁毒部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鸦片生产
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2016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  
（维也纳，2017 年）及往年调查。

图.2 估计 21 个欧洲联盟国家的毒品开支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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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研究还显示，这一

数字因地而异。总体而言，批发环节毛利可

供洗钱的比例在 87%-94% 之间，而零售环节

的这一比例在 32%-50% 之间，但因分区域而

异。北美洲可卡因零售环节相关毛利的约一

半可供洗钱；而西欧和中欧的这一比例略低

（44%）。这些数据显示，北美洲可卡因零售

收入的 35% 及西欧和中欧收入的 26% 可供洗

钱。62 同样，跨国犯罪联合研究中心一项对 

7 个西欧国家（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

62 同上。

文献综述大致相符。59 这些研究采用了不同

方法，但在犯罪所得中可供洗钱的资金总体

平均比例约为 70%，报告数字范围为 

39%-83%。60 大部分资金都会经过洗钱过

程，但也有一小部分现金可藏匿、储存起来，

供以后使用。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另一项研究开发了

一个关于可卡因交易的更详细模式：2009 年，

零售额（收益）和毛利可供洗钱的比例估计

为 62%。61 但这一比例在供应链各环节的差

异巨大。在零售环节，可卡因毛利平均有 

44% 可供洗钱；而在批发环节，这一比例上

升至 92%。

59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毒品贩运和其他跨国
有组织犯罪造成的非法资金流》，研究报告（2011 年 
10 月），第 70-91 页。

60 John Walker，“澳大利亚洗钱规模估计”， 为澳大利
亚交易报告分析中心起草的报告（澳大利亚昆比恩，
约翰·沃克咨询服务公司，1995 年 9 月）；John 
Walker 和 Brigitte Unger，“全球洗钱规模衡量：沃克
引力模型”，《法律与经济评论》，第 5 卷（2009 
年）；Brigitte Unger，《洗钱规模与影响》（切尔滕
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2007 年）；Douglas 
Farah，“洗钱和大量现金走私：梅里达倡议的挑
战”，《圣地亚哥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跨境研究所关于美国—墨西哥安全合作的工作文件系
列》（2010 年 5 月）；美国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
室，《1988-2000 年美国吸毒者的非法毒品花费》（华
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01 年）；国家毒品情报中心，
《2009 年国家毒品威胁评估》（非法资金——大量现
金走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08 年 12 月）。

61 《估计毒品贩运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非法资
金流》。

表5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估计1980年代末的全球洗钱金额 

资料来源：《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药物规划署技术丛书》第6期，维也纳，1998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财务系统弊端、金融犯罪和洗钱——背景文件”，2001 年 2 月。

主要市场毒品销售额估计数(1988 年) 1240 亿美元

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88 年) 0.8%

假设洗钱比例 2/3 - 70%

涉毒洗钱金额估计数 850 亿美元

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88 年) 国内生产总值的 0.5%

涉毒洗钱金额占洗钱总额的估计比例 25%
1988 年洗钱总额估计数 3400 亿美元

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国内生产总值的2.0%

有组织犯罪利润投资部门

 • 使用现金的企业

 • 低科技、劳动密集型且非出口型部门

 • 涉及大量公共管理和/或公共补贴的部门

 • 可以利用和/或促进犯罪集团控制领土的特定

领土部门

 • 监管薄弱或发展不足的部门，可能意味着监

控较弱或更多渗透机会（例如可再生能源或

博彩）

资料来源：Savona 和 Riccardi编，《从非法市场到合

法商业：欧洲有组织犯罪业务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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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结构的出现，这一趋势正朝着专业外

包的方向发展。

一些毒资在国内经过洗钱的同时，另一些毒

资被藏匿或用于跨境再投资，构成了毒品相

关的非法资金流动。关于在国外洗钱的毒品

利润比例和金额的信息非常有限。与任何工

商业业务一样，这很可能取决于利润的来源，

以及所产生资金的可盈利空间。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针对可卡因市场开发

的一种模型估计，2009 年全球大约有 30% 的
可卡因收益64 进入了非法资金流。65 另一项

对意大利参与毒品交易的囚犯的采访研究得

出了类似结论，表明可卡因吸毒者的大约三

分之一花费跨境得到了合法化。66

但试图在国外洗钱的贩毒集团须支付成本，这

将减少可投资于合法经济的实际数额。美国缉

毒局一名卧底曾负责为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一起重大可卡因走私行动洗钱。

他的证词显示，寻求对数亿美元进行洗钱的大

64 该模型对从可卡因毛利进入非法资金流的比例得出了
类似估计。

65 《估计毒品贩运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非法资
金流》。

66 Jonathan Caulkins 等人，“毒品供应链结构和运作建
模：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的可卡因和海洛因案例”，
《国际药物政策杂志》，第 26 卷，第 4 期（爱思维
尔，2016 年），第 64-73 页。

利、荷兰、西班牙和联合王国）的研究显示，

海洛因零售环节的情况大体相似。该研究估

计，2010 年海洛因零售总额的 25%-42% 可供投

资于合法经济；换言之，这些资金可供洗钱。63 

跨境洗钱：非法资金流动

毒贩以各种方式消费所得利润——从购买游

艇和珠宝等奢侈品，到投资房地产和离岸金

融中心。一些毒贩利用融入到整个组织结构

的洗钱网络洗钱，并直接雇用会计师和律师；

其他集团则将洗钱业务外包给专门从事隐瞒

犯罪所得的“独立”网络。随着等级结构制

犯罪组织逐渐衰落，以及松散的等级制度或

63 Savona 和 Riccardi 编，《从非法市场到合法商业：欧
洲有组织犯罪业务组合》。

表6 七个西欧国家海洛因供应产生的净利润（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Savona 和 Riccardi 编，《从非法市场到合法商业：欧洲有组织犯罪业务组合》。

零售 中间市场 批发 总计

最少 最多 最少 最多 最少 最多 最少 最多

收入 4.56 7.60 2.78 4.62 2.27 3.75 4.56 7.60

毛利 1.77 2.97 0.51 0.87 0.65 1.09 2.93 4.94

净利润 
(可供洗钱的资金)

0.08 1.28 0.44 0.80 0.64 1.08 1.16 3.16

净收益 
(可供洗钱的收入比例)

2% 17% 16% 17% 28% 29% 25% 42%

如何对毒资洗钱

 • 现金，包括走私和囤积

 • 哈瓦拉，非正规汇款系统

 • 购买房地产及相关建筑活动

 • 投资于诸如餐馆、赌场、红灯区娱乐、加油站

等产生现金的活动

 • 购买奢侈品，如别墅、游艇、珠宝

 • 投资于离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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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分配的不均衡，69 并助长腐败。在这一

过程中，没有非法资金的合法企业可能会遭

到排挤而被挤出市场，从而缺乏新的合法投

资。70 非法经济的兴起可能削弱法治，助长

腐败，从而推动恶性经济循环。

当大量非法资金进入经济时，犯罪所得资助

的实体可能会发挥一些贷款职能。在类似情

况下，政府旨在阻止经济过热的措施，比如

69 《2012 年世界毒品报告》；《估计毒品贩运和其他跨
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非法资金流》；货币基金组织，     
《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计划有效性审
查报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11年5月）；昂格
尔，《洗钱规模与影响》；Naím， Moisés，《非法：
走私者、毒贩和制假者如何劫持全球经济》（伦敦，
威廉·海涅曼公司，2006 年）；Francisco E. Thoumi，
《安第斯非法毒品、经济和社会》（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出版社，2003 年）；国际麻
醉品管制局（麻管局），《国际麻醉品管制局2002年
报告》（纽约，2002 年）；药物管制署，“药物滥
用的社会影响”，为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编
写，哥本哈根，1995 年 3 月 6 日至 12 日；Lamond 
Tullis，“九个国家的非法毒品——社会经济和政治后
果”，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和联合国大学编写的
报告，以《意外后果》出版；《九个国家的非法毒品
和毒品政策》（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琳恩·瑞纳尔出
版社，1995 年）；药物管制署，“毒品与发展”，《药物
规划署技术丛书》第 1 期（维也纳，1994 年）；药物
管制署，《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药物规划署技术丛书》第 6 期（维也纳，1998 年）。 

70 《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规模行动可能要承担 5-10% 的费用。67 

阿富汗的例子表明，利用非正规哈瓦拉汇款系

统者必须支付资金总额 1%-2% 的转账费。68 

毒资的经济影响

毒资从毒贩手中经过洗钱后最终进入合法经

济，这一流动会产生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效

应。

在短期内，毒资流入经济可增加投资和当地

国内生产总值，从而产生就业和税收。然而，

长期影响往往是消极的，特别是当涉毒收益

占整个社会或国家经济总量的比例相对较大

时。在这种情况下，毒资可能抬高房价，扭

曲出口数据，造成不公平竞争，加剧收入和

67 Jaime X. Cepero 的证词，马萨诸塞州联邦地方法
院，2013 年 8 月 9 日（Melvin Soudijn 和 Peter 
Reuter，“现金和携带：毒品交易中货币走私的高成
本”，《犯罪 、法律和社会变革》，第 66 卷，第 3 
期（海德尔堡，施普林格出版公司，2016 年），第 
1-20页）。

68 同上；Samuel Munzele Maimbo，“喀布尔货币兑换
商：对阿富汗哈瓦拉系统的研究”，工作文件第 13 
号（世界银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2003 年）。

何为非法资金流？ 

“非法资金流”这个术语常用于不同语境，而具有不

同的含义和内容。a 关于非法资金流的早期文献主要关

注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外逃，而不考虑这些资金来源是

合法还是非法。批评人士认为，这种方法未能涵盖诸

如大量现金转移、哈瓦拉支付或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

完成的其他交易。b、c 

其他方法则更明确地将非法资金流与非法活动结果或为

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资金联系起来。

目前最广泛采用的定义是，当犯罪相关收益（包括非

法赚取、转移或使用的资金）跨境流动时产生的资金

流为非法资金流。

a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集团对非法资金流的对策：
存货盘点》（2016 年 3 月 22 日）。

b Volker Nitsch， “万亿美元估计：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非法资金流”，《经济学》杂志上的达姆施塔特
讨论论文（2015 年 12 月）。可查阅http://tuprints.
ulb.tu-darmstadt.de/5437/1/ddpie_227.pdf.

c Dev Kar 和 Joseph Spanjers，《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资金流：2004-2013 年》，（全球金融诚信组
织，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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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限制性货币政策，可能行不通。这可能

会促使政府采取更激烈的货币和财政措施。

洗钱可能导致汇率和利率波动，原因是资金

的流入和流出都不可预期，这些都将对整体

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71 

研究表明，经洗钱的资金（包括毒品收益）

流入国内经济会使经济年度总体增长率下降， 
72 特别是在较小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更是如此。

基于对 17 个经合组织国家的一项研究估计，

洗钱资金每增加 10 亿美元可使整体经济增长

减缓 0.03% 至 0.06%。73 

全球各地的若干避税港都（主动地或不知不

觉地）参与了洗钱活动，似乎都取得了经济

上的蓬勃发展，见证了其金融服务部门的扩

张。但是，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正

在下降，并呼吁制定战略来预防和打击所有

非法资金流动。74 不遵守国际规则和法规的

金融中心将面临法律制裁，75 最终可能会失

去全球金融市场的准入，这或许会对自身的

经济稳定性造成消极影响。

71 《估计毒品贩运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非法资
金流》。

72 Peter J. Quirk，“洗钱：扰乱宏观经济”，《金融与发
展》，第 34 卷，第 1 期（货币基金组织，1997 年 3 
月），第 4-9 页。

73 Unger，《洗钱规模与影响》。

74 《关于将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纳入更广泛的联合国议程
以应对社会和经济挑战并促进国内和国际法治及公众参
与的多哈宣言》（大会第 70/174 号决议，附件）。

毒资如何影响经济

 • 将资源配置从高收益投资转向被认为风险较低

的投资a

 • 扭曲价格，包括在房地产行业b 

 • 扭曲出口，造成潜在投资和经济问题 

 • 造成不公平竞争

 • 排挤合法活动，对外国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c

 • 加深腐败 

 • 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衡d

a Bartlett，“洗钱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第30

页；《估计毒品贩运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造

成的非法资金流》；麻管局，《国际麻醉品管

制局2002年报告》，出售品编号：E.03.XI.1，纽

约，2002年。

b 《估计毒品贩运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

非法资金流》；Thoumi，《安第斯非法毒品、

经济和社会》。

c Christine Ebrahimzadeh，“荷兰社会病：财富管

理不明智”，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3月28日）。

可查阅 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basics/

dutch.htm。

d 《2012年世界毒品报告》；《估计毒品贩运和

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非法资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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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本身已然脆弱，则成为助长这一循环的

潜在因素。

尽管如此，几乎没人尝试认真思考毒品问题

与腐败之间的关系。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具体事件或地理区域方面，几乎无人采取更

广泛的方法或者试图从整个非法毒品市场找

出这种关系的要素。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不

仅对打击非法毒品交易至关重要，而且对减

少腐败也至关重要。

评估腐败程度的重要性 

科萨•诺斯特拉（美国黑手党）和“光荣会” 

（意大利黑手党）长期受益于意大利的高层

政治关系。77 无独有偶，一些墨西哥贩毒集

团据称受到当地警察和地方政客的保护。78 

在几内亚比绍，国际毒贩多年来一直依靠军

政机构重要部门的支持。79 

这种活动通常被称为高层腐败，涉及政府、

警察、海关或司法系统的少数高级官员。毒

贩针对这些高级官员，以贿赂作为交换，换

取其以消极或积极方式支持非法活动。一些

案件的高层腐败甚至对国家构成了威胁。有

组织犯罪集团企图影响民主进程的结果；例

如，通过资助竞选活动，在政治进程中“贿

选”、恐吓或行贿候选人，从而支持特定候

选人或政党。此外，司法系统的腐败和监狱

治理的缺失会催生相对的有罪不罚。

欧洲警察组织的研究显示，相比之下，欧洲

77 Letizia Paoli，“意大利有组织犯罪：黑手党协会和犯
罪组织”，《全球犯罪问题》，第 6 卷，第 1 期（泰
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2004 年 2 月），第 19-31 页。

78 Richard Snyder 和 Angélica Durán-Martinez，“墨西
哥和哥伦比亚毒品、暴力和国家资助勒索保护费的组
织”，《哥伦比亚国际期刊》，第 70 期（波哥大，
安第斯大学，2009 年 7/12 月），第 61-91 页。

79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西非跨国有组织犯罪：威
胁评估》（维也纳，2013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
室，《西非安全威胁——毒品贩运》（维也纳，2008 
年 11 月）。

C. 毒品问题与腐败

毒品问题与腐败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腐

败促进了非法毒品的生产和贩运，而这反过

来又助长了腐败。76 一些贩毒组织的财富和

权力可能超过了地方政府，使其能够买通执

法机构、刑事司法机构、政治家和商业部门

而获得保护，由此进一步助长了腐败。法治

一方面可能直接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如果

75 Brent. L. Bartlett，“洗钱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 2002 年 5 月）。

76 Franciso Thoumi，《世界毒品政策讨论与模式》（波
哥大，2015 年）。

联合国公约规定

“非法贩运可获得巨额利润和财富，从而使跨国犯

罪集团能够渗透、污染和腐蚀各级政府机构、合法

的商业和金融企业，以及社会各阶层”。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

约》序言部分。

“腐败是一种隐患，对社会造成广泛的腐蚀性影

响。腐败损害民主和法治，导致侵犯人权，扭曲市

场，破坏生活质量，并且允许有组织犯罪、恐怖主

义和其他对人类安全的威胁泛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序言（《反腐败公约》，2003

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缔约

国在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时，应当恪守各国主

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

根据这一规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设

立······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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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或以其他方式受到影响，而破坏警方调

查、影响证人、减刑或提供特殊的监狱待遇。

机构的薄弱程度会受不同因素影响。例如，

如果执法官员和地方法官的工资几乎不足以

供养其家庭，或者他们认为自己的待遇不公

平，则更容易接受贿赂。事实上，研究表明，

一名官员对其待遇的看法可能会比薪酬多寡

本身更能影响廉正的组织文化。84、85、86、87、88 

此外，其他重要因素还包括是否存在有效的

内部控制机制、良好的职业道德组织文化，

以及有助于增进公众信任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繁荣、腐败与毒品市场

腐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经常被描述为成

反比：发展水平越低，腐败程度越高。虽然

有证据表明贿赂和其他形式低级腐败的确如

此，但一般来说，人们对高层腐败知之甚少。

较不发达的经济体可能没有充足的公共资源

来建设机构对腐败的顽强抵抗力，但腐败本

身又会阻碍产生、收集和分配这些资源的过

程。腐败和诸如敲诈勒索等相关形式犯罪会

打击投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后者都以法

治和程序透明度为先决条件），最终可能会

阻碍繁荣和经济发展。

84 “打击政府内部欺诈”，奥斯丁注册舞弊审查师协
会。可查阅 www.acfe.com/gf/。

85 Jeremy D. Foltz 和  Kweku A. Opoku-Agyemang，    
“薪酬越高、轻微腐败越少？西非高速路上的政
策实验”。可查阅  http://cega.berkeley.edu/assets/
miscellaneous_files/118_-_Opoku-Agyemang_Ghana_
Police_Corruption_paper_revised_v3.pdf。

86 Ting Gong 和 Alfred M. Wu，“公务员加薪会遏制腐
败？中国的证据”，MPRA 第 41815 号论文（慕尼黑
大学图书馆，2012 年）。可查阅 https://mpra.ub.uni-
muenchen.de/41815/1/MPRA_paper_41815.pdf。

87 Deon Filmer 和 David L. Lindauer，“印度尼西亚公务
员低薪？”可查阅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
download?doi=10.1.1.17.9760&rep=rep1&type=pdf。

88 Mushtaq H. Khan，“发展中国家治理与反腐败改革：
政策、证据和方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 国
集团讨论文件系列，第 42 期（2006 年 11 月）。可查
阅 http://unctad.org/en/docs/gdsmdpbg2420064_en.pdf。

联盟报告的许多腐败似乎都处于较低层次。80 

在竞选国家代表或机构领导人层面上的政治

腐败似乎罕见。然而，欧洲警察组织发现，

城市议员、市长和其他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

更为常见，尤其是在欧洲联盟东部边境城

市。81 欧洲警察组织得出结论认为，整体而

言，欧洲从事贩毒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依

靠腐败来协助开展贩运活动。82 

腐败的轻重程度对当地毒品消费和暴力程度

的影响并不一定明显，毒品与暴力的关系也

不那么直接明了，并未得到充分认识。暴力

不一定是毒品贩运的直接结果，世界各地主

要过境国或制造国暴力程度千差万别的状况

证明了这一点。83 那么腐败泛滥是否或多或

少意味着暴力？同样，这也因情形而异。贿

赂的后果可能因其根本目的不同而不同。腐

败往往与机构弱小有关；而弱小的执法机构

则更不可能遏制暴力犯罪。在某些环境下，

腐败带来的平衡可能会暂时产生一种印象，

好像是减少了暴力；然而，从长远来看，腐

败的消极影响通常显而易见。

毒品供应链上的腐败 

对于犯罪组织，公共部门组织腐败的预期结

果因所涉机构而异。例如，为了让毒品顺利

过关，犯罪组织可能会寻求贿赂海关官员——
让其在某一货运过关时假装没看见，或者向

毒贩通报检查事宜。为了保护正在进行的非

法活动，毒贩可能会向警察行贿，以获取有

关行动计划的内部信息。法官和检察官可能

80 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与欧洲警察组织，《2016 年
欧洲毒品问题报告》——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与
欧洲警察组织联合出版物（卢森堡，欧洲联盟出版物
办公室，2016 年），第 38 页。

81 《2016 年欧盟毒品市场报告》。

82 《2017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表》。

83 《2016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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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企业一旦发现司法体系不再运转，就会

决定撤出投资；如果洗钱风险过高，通汇银

行则会纷纷关闭，潜在投资者也会避开，因

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国际形象受到影响。所有

这些都导致了投资和经济增长水平的降低，

更宏观而言，世界银行研究表明，腐败会阻

碍外国投资，从而加剧贫困。89 如果一个国

家开始发展毒品经济，这一点将更加明显；

89 世界银行，“打击腐败”，2017 年 5 月 11 日。可查
阅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governance/brief/
anti-corruption。

图.3 与毒品相关的易腐败部门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

毒品生产

毒品消费

毒品贩运

· 根除小组

· 替代发展项目

· 执法机构
(警察、海关等)

· 刑事司法系统

· 化学品公司

· 毒贩寻求避免监管，避免捣毁
其集团或逮捕

· 吸毒者寻求用处方获得毒品
(如类阿片、苯丙胺和医用大麻)，
供非医疗使用

· 执法机构
(警察、海关等)

· 刑事司法系统

· 运输公司

· 农民寻求避免根除自家地里的
作物

· 农民和社区寻求从替代发展投

资受益

· 企业家寻求销售产品和服务

· 生产商和制造商寻求避免监管，
避免拆除生产设施或逮捕

· 生产商和制造商寻求避免判刑

· 制造商寻求转用前体化学品

 

· 毒贩寻求经海陆空运输毒品

· 吸毒者在无处方情况下寻求获
得药物

· 毒贩寻求避免判刑

· 医生

· 药店

参与者 易腐败部门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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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毒品交易97 和许多其他非法活动，例如

贩卖香烟、贩运人口、枪支或假冒商品。欧

洲联盟的一项研究显示，腐败程度与有组织

犯罪活动高度相关。98 对于非法毒品交易尤

其如此；其次从腐败获益较多的犯罪活动是

卖淫。99

97 《 2013 年欧洲联盟重大有组织犯罪威胁评估
表》；  Michele Riccardi 和  Federica Sarno， 
“腐败”，《犯罪学和刑事司法百科全书》，Gerben 
Bruinsma 和 David Weisbud 编（纽约，施普林格出版
公司，2013 年）。

98 Philip Gounev 和 Tihomir Bezlov，《调查有组织犯罪
与腐败之间的联系》（索菲亚，民主研究中心，2010 
年）。

99 Gouev and Bezlov，《调查有组织犯罪与腐败之间的联
系》，载于《2016 年欧盟毒品市场报告》。

以及经济体某些生产性部门的衰落。90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不太注意投资

资金的来源，而接受犯罪融资来填补空白。

此外，腐败通过提高交易成本对企业造成负

面影响，从而降低投资者的竞争力，并导致

整体财政状况较差。91

研究证实了发展水平与贿赂程度之间的关系。

如图 4 所示，对个人与公职人员打交道时所

经历行贿情况的分析表明，92 在经济欠发达

国家，警察和司法部门是最有可能受贿的部

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腐败还加剧

了收入不平等程度。93 这一过程尤其影响到

社会中较贫穷的成员，预计他们的收入增长

会减少，贫困的可能性会增加。

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又会催生贩毒和腐败。94 

事实上，毒品行业可能会使收入不平等挥之

不去并不断加剧，而这又会导致毒品生产和

贩运的扩张。95 在不平等社会中，边缘化群

体成员可能认为腐败和参与犯罪组织是改善

生活的一种可行方式。96 

总之，腐败会促进非法经济增长，其中包括

90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2 年报告》，第 1-10 页。

91 Oman E. Hawthorne，“国际腐败指标重要吗？评估透
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的影响”，论文，奥多明尼昂
大学（2015 年），第 77-78 页。

92 贿赂流行率定义为在过去 12 个月与公职人员有过接
触并至少向此类官员行贿一次的人口比例。

93 Sanjeev Gupta、Hamid Davoodi 和 Rosa Alonso-Terme，    
“腐败会影响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吗？”，《治理、腐败
与经济效益》，乔治。T. Abed 和 Sanjeev Gupta编，第 17 
章（货币基金组织，2002 年）；Sanjeev Gupta、Hamid 
Davoodi 和 Rosa Alonso-Terme，“腐败会影响收入不平等
和贫困吗？”，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 WP/98/76 号文件
（1998 年 5 月）。

94 《2012 年世界毒品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
号：E.12.XI.11）。

95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2002 年报告》。

96 《2012 年世界毒品报告》。

图.4 2013年按公职人员类型和收入水平分列的
贿赂流行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世界犯罪趋势与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新出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2016年3月20
日，E/CN/15/2016/10。
注：以下部门八类公职人员的平均值：教育、司法、医疗卫生、警察、登
记和许可证、公用事业、税收和关税以及土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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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毒品、恐怖主义与叛乱100

长期以来，从拉丁美洲到中东，对武装暴力的

资助与非法毒品交易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估计，阿富汗塔利班大约有一半的收入来

自涉毒业务（主要是鸦片）；101 在过去二十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似乎都严重依赖可卡因交易，直到最近。据

估计，其几年前的总收入中有四分之一到一

半来自于此类非法毒品活动。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的武装团体据称使用苯丙胺药丸，有

迹象表明西非恐怖组织可能参与了可卡因和

大麻走私。

毒品交易一直是这些团体的重要收入来源，

也是其他集团的众多收入来源之一，但对有

些团体可能毫无作用。

100 本节涵盖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综合制裁名单上的实体
及其他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

101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塔利班及其他对阿富
汗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的有关人员和实体的第 
2255 (2015) 号决议提交的第七次报告，S/2016/842，
第15段。

填补信息空白

尽管现有信息林林总总，可对于毒贩所用腐

败机制仍只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除了

系统地审视毒品与预防腐败方案以制订最有

效的战略之外，还需要更详尽的事实资料。

许多研究仅仅基于“感知”的腐败。与衡量

公众情绪同样重要的是，需要关于各国腐败

程度和性质的其他数据，以及腐败影响毒品

贩运的方式。必须分析高层和低层腐败之间

的联系，才能评估各种形式的腐败最可能在

什么环节发生，及其如何与不同毒品市场和

政治结构相互作用。

最后，需要进一步调查腐败与暴力的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腐败似乎能遏制暴力；在其

他情况下，贩毒组织似乎又被迫采取了更恶

劣的暴力行为。

如何打击腐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建议了可预防和打击腐败战略，包括：

 • 加强执法机构的效力，包括通过进一步制定公平的、以

业绩为基础的人力资源管理做法，提供定期培训并确保

对关键人员的适当审查，例如背景调查。

 • 出台道德守则并解决利益冲突，特别是通过引入资产和

利益申报系统。

 • 考虑在可行情况下轮岗，避免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建立永

久性联系。

 • 确定组织中特定腐败风险，并制定和实施解决和降低风

险的计划。

 • 促进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以降低通过贿赂少数官员而获

得成功的可能性并增加被发现的风险。

 • 确保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来解决腐败问题，包括刑事司

法和行政或惩戒程序，以及建立有效的资产追回制度。

 • 促进有效国际合作，包括交换金融情报。

 • 建立鼓励举报公职人员和公民腐败的制度，并采取措施

保护举报人员免遭报复或伤害。为此，许多国家都允许

匿名举报腐败。

 • 引进有效的证人保护制度。

 • 提高选举活动、政治家和政党的透明度。

 • 提升整个社会的意识，包括学校和大学生关于腐败消极

后果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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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直接参与毒品贩运。104 

一些证据显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主

要在北非和西非开展活动，参与大麻和可卡

因交易，或者至少参与保护毒贩，105 但该组

织从毒品行业所获得的整体收入似乎相当有

限。106 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中脱离出

来的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的个别指挥官目前

似乎在直接参与毒品贩运。107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和周边地区的“芬

乃他林”药丸——通常是苯丙胺与咖啡因的

混合物——辑获数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分支沙姆法塔赫阵线（原名努斯拉

阵线）108、109 和其他武装团体活动区域内

存在一个毒品制造中心。110 据媒体报道，

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非国家武装团体涉足

了“芬乃他林”的生产，但目前还没有确凿

的证据。据报道，伊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111 

以及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其他组织也消费“芬

104 安全理事会，“2015 年 8 月 18 日安全理事会第
1988 (201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2015 年 8 月 26 日)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阿富汗鸦片经济：国际问题》（纽约，2003 
年）；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成瘾、犯罪和叛
乱—阿富汗鸦片的跨国威胁》（维也纳，2003 年）；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阿富汗鸦片贸易：威
胁评估》（维也纳，2011 年 7 月）。

105 Daurius Figueria，《墨西哥卡特尔时代加勒比和西非的
可卡因贩运》（iUniverse，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2012 
年 11 月）；Stephen A. Harmon，《2012-2013 年撒哈
拉-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和叛乱：腐败、违禁品、圣战
与马里战争》（劳特利奇出版社，2014 年）。

106 Marc Mémier，“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穆拉比通
组织：萨赫勒统一圣战？”《国际研究》（2017 年 1 
月），第 31-34 页。

107 同上。

108 秘书长关于通过跨国有组织犯罪受益的恐怖分子的威
胁的报告(S/2015/366)。

109 努斯拉阵线于 2016 年更名为沙姆法塔赫阵线，并宣布
脱离基地组织（ABC 新闻，“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为
了躲避外国空袭而更名”，2016 年 7 月 29 日。可查阅 
http://www.abc.net.au/news/2016-07-29/al-nusra-rebrands-
in-effort-to-escape-foreign-air-strikes/7671390）。

110 《2016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111 Max Kravitz 和 Will Nichol，“难以下咽的苦果：芬乃他
林、叙利亚和海湾之间的联系”《国际事务杂志》，第 
69 卷，第 2 期（2016 年 5 月 18 日）。

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

虽然没有公认的恐怖主义定义，但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区域组织和会员国政府指明许多

武装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而国际条约

则定义了恐怖主义犯罪。安全理事会对与塔利

班、基地组织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

黎伊斯兰国）有关的大约 80 个组织和 380 名
个人实施了制裁，理由是其参与了恐怖活动

或支持了这些活动。102 塔利班、基地组织、

伊黎伊斯兰国及其附属组织博科哈拉姆对 

2015 年恐怖分子、叛乱分子和非国家武装团

体所造成的 74% 死亡负有责任。103

安全理事会就毒品交易问题对一些恐怖主义

团体实施了制裁。这些团体相互联系的最全

面证据则指向塔利班。塔利班对参与非法毒

品生产、制造和贩运的实体征税，其本身也

102 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综合制裁名单。

103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16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
可查阅 http://visionofhumanity.org/?s=%22Global+Terro
rism+Index+2016%22。

联合国观点

“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对非法药物生产、

贩运涉及到恐怖主义集团、犯罪和有组织跨国犯罪

的参与深表关切，决心加强我们针对这些威胁开展

的合作。”

1998年6月大会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大会强调需要“应对贩毒······网络犯罪和洗

钱，在某些情形下还有恐怖主义，包括与资助恐怖

主义有关的洗钱）之间日益增多的联系所构成的严

重挑战”。

2016年举行的大会世界毒品问题特别会议成果文件 

（大会S-30/1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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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立场。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报告，2015 年，

伊黎伊斯兰国与塔利班展开了战斗，争夺楠

格哈尔省贩毒利润的控制权。117 伊黎伊斯兰

国现在仅控制了楠格哈尔省的少数地区，但

似乎不再系统干预毒品生产，仅在个别情况

下予以干预。

除安全理事会实施制裁的实体之外，联合国

个别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还指明若干其他组

织为恐怖组织、叛乱集团或非国家武装团体。

将这类组织与毒品贩运联系起来的最确凿证

据来自哥伦比亚。该国的这类组织从 1980 年
代开始在毒品交易中直接发挥作用，并在 

1990 年代获得了重要地位。它们为古柯作物

提供安全保障，并对引入前体化学品和使用

登陆区征税。118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对

生产链不同环节征税的过程中以及在古柯糊

销售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后来又参与了

与邻国的可卡因交易。119、 120

邻国秘鲁的光辉道路利用可卡因加工厂的利

润为其活动提供资金长达 40 多年。121 该组

织在 1990 年代特别活跃。

据报道，缅甸东部地区特别是掸邦的叛乱集

117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15 年 8 月 18 日安全理事会
第 1988 (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
席的信”，2015 年 8 月 26 日。

118 Arlene Beth Tickner、Diego García 和 Catalina Arreaza， 
“哥伦比亚非国家暴力行为与毒品”，《哥伦比亚禁
毒政策：成功、失败与荒谬》（波哥大，2011 年）。

119 Richard Snyder 和 Angelica Duran-Martinez，“违法行
为滋生暴力？贩毒与国家资助勒索保护费的组织。”
《犯罪、法律与社会变革》，第 52 卷，第 3 期（施
普林格出版公司，2009 年），第 253-273 页。

120 M. Romero，“1982-2003 年部队和自卫队”，哥伦比亚
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院（波哥大，2003 年）。

121 Mirella von Dun，《古柯农——冲突后上华加拉格山谷
暴力、毒品和社会动员》，秘鲁（阿姆斯特丹，2009 
年）；Francisco E. Thoumi，《世界毒品政策模式与哥
伦比亚挑战讨论》（波哥大，哥伦比亚科学院，2015 
年），第 448-449 页；Patricik L. Clawson 和 Rensselaer 
W. Lee III，《安第斯可卡因业》（美国帕尔格雷夫麦
克米伦出版社，1998 年），第 180-183 页。

乃他林”。112、113 

据报道，博科哈拉姆主要以尼日利亚和邻国

为基地，帮助毒贩在整个分区域走私海洛因

和可卡因。114 乍得的一个法庭案件进一步揭

露了该组织与毒品交易之间的联系。在 2015 
年 8 月 28 日审判 10 名声称博科哈拉姆成员

的判决中，恩贾梅纳上诉法院获悉，在搜查

博科哈拉姆一名被告的家时，发现了相当数

量的精神药物。法院得出结论认为，博科哈

拉姆成员经常参与这些物质的贩运和消费。115

虽然毒品市场和恐怖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

会合作，但也有一些恐怖组织促使毒品种植

至少暂时减少的例子。2001 年，塔利班的罂

粟禁令使阿富汗的种植急剧减少，但它们没

有坚持贯彻这一政策，而是在随后几年内积

极参与了蓬勃发展毒品行业。

更近一些时候，由于伊黎伊斯兰国禁止其控

制地区种植鸦片，因此阿富汗楠格哈尔省一

些地区的鸦片种植迅速减少。相比之下，同

期邻近地区的种植面积则大幅增加。116 然

而，伊黎伊斯兰国似乎并没有始终坚持反毒

112	 Lukasz	Kamieński，《直线上升：毒品与战争简史》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 年）；Zeinab Abul-
Magd 和 Elke Grawert，《军火商：军队和其他武装
集团如何在中东和北非区域谋利》（纽约，罗曼·利
特尔菲尔出版社 2016 年）；Vijay Prashad，《国家
的灭亡与阿拉伯革命的未来》（加州大学出版社，加
利福尼亚州奥克兰，2016 年）；Solomon Hussein，
《伊斯兰国和未来全球对抗》，自由州大学（帕尔格
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布卢明顿，2016 年）；Robert 
J. Bunker，《流血牺牲：暴力非国家行为者和黑暗
魔法宗教活动》，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书籍（布卢明
顿，2016 年）； 

113 Kravitz 和 Nichol，“难以下咽的苦果：芬乃他林、叙
利亚和海湾之间的联系”。

114 南方战线，“视频：非洲武器与毒品贩运。博科哈拉姆
的作用”，全球化研究中心（2016 年 3 月 14 日）。可
查阅 www.globalresearch.ca/video-arms-and-drug-trafficking-
in-africa-the-role-of-boko-haram/5514293。

115 恩贾梅纳上诉法院（乍得）2015 年 8 月 28 日判决。

116 阿富汗禁毒部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 年阿
富汗鸦片调查——种植和生产》（维也纳，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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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因相关收入，特别是在新千年之际。尽管

随着哥伦比亚古柯/可卡因产业开始萎缩而收

入有所下降，但涉毒收入在随后几年里似乎

仍然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作为和平进程及 

2016 年所签署《和平协定》的一项成果，随

着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转化为合法政治力

量，协定令其停止参与毒品业务。

对非法毒品交易所产生收入的估计需要从恐

怖组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总收

入角度来考虑，但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权威

资料。例如，福布斯国际曾试图估值世界十

大最富有的恐怖组织和其他组织，估计 2014 
年总收入为 49 亿美元。然而，据报道，收入

分配似乎严重不均衡，十大最富有组织的收

入从 0.25 亿美元到 20 亿美元不等。128 

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被联合国正式指明为恐

怖组织的组织（伊黎伊斯兰国、塔利班、基

地组织、青年圣战运动和博科哈拉姆）。129 
据估计，伊黎伊斯兰国是 2014 年最富有的恐

怖组织，其营业额约为 20 亿美元。然而，伊

黎伊斯兰国遭受了领土损失，因此税收收入

和石油收入减少了，当然抢掠和没收的潜力

也降低了。其结果是，据报告，到 2016 年，

该集团收入下降了一半以上，130 但很可能其

支出也大幅减少了，因为不用再像以前那样

控制着许多城市和村庄。

128 福布斯国际，“世界十大最富有的恐怖组织”（2014 
年 12 月 12 日）。可查阅 https://www.forbes.com。

129 以“最富有的”恐怖组织/叛乱集团的估计为依据（来
自对情报机构代表、安全专家和恐专家的采访以及国
际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政府组织和智囊团的报告
和分析）。

130 Stefan Heissner 等人，“哈里发的衰落：伊斯兰国金
融财富估计”（伦敦，激进主义及政治暴力国际研究
中心，2017 年）。可查阅 http://icsr.info。

团和叛军过去六十年都在参与海洛因交易，122

而在过去二十年间还参与了冰毒制造和贩

运。123 

世界其他地方能证明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

非国家武装团体与非法毒品交易有关联的证

据就不那么严谨了。

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的

资金

关于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

资金的数据不完整，各种估计千差万别；对

于所有总数都须谨慎对待。然而，这些数字

可提供一些可能的数量级。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估计，恐怖组织和叛乱

集团 2016 年以罂粟种植和阿片剂贩运税收形

式从阿富汗鸦片交易中暴敛了约 1.5 亿美

元，124 而其涉毒收入总额可能更高。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综合制裁名单上有许多塔利班领导

人，他们不仅被控对毒品交易征税，而且还被

指控直接参与贩运活动。125 安全理事会第 

1988 (201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估计，塔利班

每年各种来源收入总额大约为 4 亿美元，126

其中一半很可能来自非法毒品经济。127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似乎严重依赖古柯/可

122 Letizia Paoli、Victoria A. Greenfield 和 Peter Reuter，  
《世界海洛因市场：可以切断供应链？》（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 年）；Howard Abadinsky，    
《有组织犯罪》第 11 版，（波士顿，圣智学习出版
公司，2016 年）。

123 Pierre-Arnau Chouvy 和 Joël Meissonier，《Yaa Baa：
东南亚地区甲基苯丙胺的贩运和消费》（新加坡大学
出版社，2004 年）；Abadinsky，《有组织犯罪》。

124 《鸦片生产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2016 年阿富汗鸦
片调查》。

125 此外，该名单还包括与塔利班和毒品交易密切相关的
公司，包括支持塔利班军事行动和阿富汗毒品交易的
贸易公司、兑换钱庄和哈瓦拉（转账）公司。

126 关于塔利班及与之有关联的个人和实体的第  1988 
(2011)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提交的第一
份报告(S/2012/683)，第 34 段。

127 S/2016/842，第 15 段。



38

20
17

年
世

界
毒

品
问

题
报

告

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密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很复杂，但武装团体发现，越来越难以获

得“传统”资金来源，这可能导致更严重地

依赖“替代”融资，如毒品贩运。

2010 年后的暴力增加也与许多其他因素相关，

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部队撤军和

随后省级重建团队的解散、反对和平进程的

不稳定团体的出现以及非法经济向新领域的

扩张，如非法开采自然资源，催生了新的叛

乱集团。

更广泛地说，阿富汗罂粟种植区在不同程度

上由不同的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其他武装

团体控制，包括塔利班。据估计，塔利班施

以不同程度影响的地区罂粟种植面积占总面

积的比例在 26%-85% 之间。

毒品与恐怖袭击

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是131 全球最大的系统收

集有关恐怖主义行为的开源信息数据库。根

据该数据库的数据，2000-2015 年期间，大约

有 17 万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其中仅 2015 
年就有 3 万人丧生。该数据库涵盖了 163 个
国家自 1970 年以来的信息，采用了涵盖性术

语“恐怖主义”来涵盖恐怖分子、非国家武

装团体、反政府武装和叛乱分子的袭击。

正如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所界定的那样，恐

怖袭击与 2015 年报告的世界上最密集的毒品

制造和贩运地区之间有时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其中一些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恐怖主义活动。

然而，相关性并不一定为因果关系。一些毒

品交易密集的地区并没有受到恐怖主义的严

重影响，反之亦然。

阿富汗罂粟种植与叛乱

2000-2015 年期间，阿富汗占全球恐怖主义相

关死亡人数的近 13%，这让人们对毒品生产

与恐怖主义之间的潜在联系有了深刻的认

识。132 

2000-2015 年期间，阿富汗境内所有与恐怖主

义相关的死亡事件中，有 73% 系塔利班所

为，2015 年的这一比例为 84%。其次是伊黎

伊斯兰国，2015 年所造成死亡人数占死亡总

人数的 4%。133 

阿富汗的高度不安全与一系列事件有关：冲

突、争端和恐怖活动。这些又与罂粟种植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自 2010 年以来，

高水平且不断增长的鸦片种植与恐怖袭击之

131 国家恐怖主义与反恐研究联盟，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2016 年 6 月）。可查阅 www.start.umd.edu/gtd。

132 同上。

133 同上。

图.5 2000-2016 年阿富汗恐怖袭击死亡人
数与罂粟种植面积

资料来源：阿富汗禁毒部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年
阿富汗鸦片调查——种植和生产》（维也纳，2016年），及往
年报告；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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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控制的缺乏促进了罂粟种植的扩张和持

续。134 

134 《鸦片生产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2016年阿富汗鸦
片调查》。

2016 年在阿富汗开展的一项社会经济调查显

示，罂粟种植村庄比未种植罂粟的村庄更有

可能受到反政府组织（61%）的影响。此外，

还发现叛乱集团影响力的加强和该国北部安

全局势的恶化与罂粟种植的扩张同步。显然，

地图1 2016 年阿富汗叛乱集团控制地区与罂粟种植面积

资料来源：阿富汗禁毒部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 种植和生产》（维也纳，2016 年）。从战争
研究所提取的叛乱集团资料，2016 年 11 月。

注：地图所示边界和名称及所用称号并不代表联合国的正式认可或接受。短划线表示未确定的边界。虚线大致代表印度和巴基斯坦议定的
查谟和克什米尔控制线。印巴双发尚未商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终地位。叛乱集团以不同置信度标记，在本地图中合并显示。地理投
影：WGS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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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16 年阿富汗叛乱集团不同控制程度下的罂粟种植面积分布

资料来源：阿富汗禁毒部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6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 种植和生产》（维也纳，2016 年）；阿富汗
政府。从战争研究所提取的叛乱集团资料，2016 年 11 月。

2016 年罂粟 
种植面积 

塔利班控
制区罂粟
种植面积 

高置信度塔利
班支持区罂粟
种植面积

低置信度塔利
班支持区罂粟
种植面积

塔利班三个
支持区罂粟
种植面积

高置信度伊
黎伊斯兰国
支持区罂粟
种植面积

低置信度伊
黎伊斯兰国
支持区罂粟
种植面积

其他地区 
罂粟种植
面积 

面积(公顷) 201,294 52,642 116,135 2,490  171,267 2,229 623 43,400
比例 100% 26% 58% 1% 85% 1.1% 0.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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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哥伦比亚和缅甸毒品种植与恐怖组织、

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

秘鲁、哥伦比亚和缅甸的例子显示了毒品种

植与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

活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不能确立一

种因果关系，但毒品种植的减少可与这些集

团活动的减少同步；而叛乱活动水平的降低

则有助于加强当局实施法治，从而有助于减

少非法毒品种植。

秘鲁古柯种植面积从 1992 年的峰值一路减少

到 2015 年，减少了近 70%。135 同期恐怖组

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所致死亡人

数从 1992 年的 818 人减少到 2015 年的 6 
人；这些死亡人数中，大多数由光辉道路的

135 《2016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及往年报告。

图.6 2016 年阿富汗按罂粟种植状况分列的
政府控制村庄数目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阿富汗禁毒部，《鸦片生
产环境中的可持续发展——2016 年阿富汗鸦片调查》（维也
纳，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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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78-2016年秘鲁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袭击次数与古柯种植面积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国家发展与无毒品生活委员会，《秘鲁 2015 年古柯种植监测》（2016 年 7 月及往年报
告）；国家发展与无毒品生活委员会，《秘鲁毒品信息统计》，利马（2016 年 7 月）；秘鲁国家警察局，《2015 年统计年鉴》
（2015 年及往年报告）；秘鲁国家警察局反恐分局《2009 年统计年鉴》；Hernán Manrique López，“圣·马丁历史奇迹数据库：
领土控制与管制国家毒品和叛乱镇压战略（198-1995 年）”，《政治：政策科学杂志》，第 6 卷，第 11 期（2015 年），第 
33-51页；Juan Briceño 和 Javier Martínez，“古柯及其衍生物非法贩运周期：对金融系统流动性的影响”，F. León 和 R. Castro 
de Mata 编，《可卡因糊》（利马，1989 年），第 263-264 页；Ibán De Rementería，“1978-1990 年秘鲁古柯叶生产演进及其
宏观经济作用”，秘鲁报告，199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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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了 58 人。141

141 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行动所致。该集团 1992 年造成的死亡人数为 

772 人，而 2015 年仅为 3 人。136 光辉道路

的大部分行动都发生在上瓦亚加地区，这里

曾是秘鲁主要的古柯种植区。古柯作物控制

特别项目人员所遭受的袭击次数和伤亡人数

也说明了这一点。2005-2012 年期间，共发生

了 30 起袭击事件，古柯作物控制特别项目人

员有 133 人受伤，11 人死亡。过去三十年中，

恐怖组织、叛乱集团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发动

的袭击事件与上瓦亚加地区古柯种植面积呈

现出正相关关系，而自 1990 年代初以来的古

柯种植面积减少与袭击减少密切相关。

同样，在哥伦比亚，2000-2013 年期间随着哥

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行动次数的减少，古柯

种植面积缩小了 70%。137 同期非国家武装团

体的暴力受害者人数也明显减少。138 非国家

武装团体所致死亡人数从 2000 年的 426 人
减少到 2013 年的 137 人；其中，哥伦比亚

革命武装力量所致死亡人数减少了近 60%，

从 2000年的 256 人减少到 2013 年的 106 
人。139 然而，近年来古柯种植与暴力之间的

明显联系不那么直接了。2013-2015 年期间，

种植面积增加了一倍，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

力量所致死亡人数进一步减少了一半以上。

在缅甸，各种非国家武装团体和叛乱组织的

活动与罂粟种植面积之间的相关性较弱。140 

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人数从 1996 年的 86 人
减少到 2006 年无人丧生。到 2015 年，随着

罂粟种植面积增加了两倍，丧生人数又重新

136 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137 《2016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及往年报告。

138 受害人关注和整体赔偿机构，国家信息网，“受害人
个人登记”（2017 年 4 月 1 日）。可查阅 http://rni.
unidadvictimas.gov.co/RUV。

139 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140 《2016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及往年报告。

图.8 2000-2016年哥伦比亚非国家武装暴力登记受
害人数*与古柯种植面积

* 恐怖袭击、相关凶杀、地雷、绑架、被迫流离失所、被迫失踪、酷刑等的受害人。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哥伦比亚政府，《2015 年哥伦比亚
非法种植地区监测》（2016 年 7 月及往年报告）；受害人关注和整体赔
偿机构，国家信息网，“受害人个人登记”。可查阅  h t tp: / / rni .
unidadvictimas.gov.co/R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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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面积

资料来源：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 年东南亚鸦片调查》（维也
纳，2016 年），及往年报告；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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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这类攻击总会有大量的“软目标”，很

容易被拥有或不拥有毒资的恐怖分子利用。

恐怖手段与毒资

关于毒品、恐怖主义和叛乱之间联系的证据并

不完整，只研究了少数集团，抑或只立足于意

在强调或削弱这些联系的资料。大部分有关恐

怖主义的资料均由情报机构收集，并列为保

密信息。开源信息主要来自媒体报道以及非

政府组织和智囊团的研究。政府很少向公众

发布详细信息。

然而，还是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一般来

说，毒品行业相关收入只是恐怖组织的若干

收入来源之一。如果一个收入来源枯竭，则

可利用另一个，比如敲诈勒索、绑架勒索、

抢劫银行、贩卖自然资源或者贩卖文物。142 

因此，减少毒品生产和毒品贩运可能不足以

有效挤压恐怖组织、其他非国家武装团体和

叛乱集团的财政资源。与此同时，有证据表

明，某些地区可能同时存在毒品生产和这些

集团活动。

这些集团对毒品交易的依赖程度——无论是

对农民征税、保护路线和交易，还是直接参

与生产和贩运——都将取决于其规模、结构、

意识形态、地理位置以及是否存在可替代资

金来源。因此，毒品在筹资方面的突出地位

因不同集团而有很大差异。

目的在于控制大片领土的叛乱分子可能需要

大量的财政资源，而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

如毒品业务，至少可以部分满足这些资金需

求。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战略。以媒

体曝光度最大化、制造恐惧和威胁为目的的

定点攻击并不一定需要大量或持续的资金。

事实上，通过这种性质的行动既可以疏散较

小额的资金，又可以降低被发现的风险。此

142 S/201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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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苯丙胺类兴奋剂——由1971年《精神药物公

约》列入国际管制的合成兴奋剂组成的一类

物质，属于所谓的苯丙胺类物质，包括苯丙

胺、甲基苯丙胺、甲卡西酮和“摇头丸”类

物质（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及其类似

物）。

苯丙胺——苯丙胺类兴奋剂，包括苯丙胺和

甲基苯丙胺。

古柯糊（或古柯碱）——古柯树叶的提取物。

对古柯糊提纯，可获得可卡因（碱和盐酸）。

“快克”可卡因——通过转化过程从盐酸可

卡因获得并使之适合于吸食的可卡因碱。

可卡因盐——盐酸可卡因。

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纯药物或制剂形式的

滥用物质，不受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或《1971年公约》管制，但可能对公众健康

构成威胁。此处，“新型”不一定指新的发

明，而是指新近可以获得的物质。

阿片剂——类阿片的一个子类，由罂粟植物

的各种衍生物组成，包括鸦片、吗啡和海洛

因。

类阿片——对罂粟生物碱、其合成类似物（

主要为处方类阿片或阿片类药物）以及在体

内合成的各种化合物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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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组 

• 东亚和东南亚：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
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度尼西
亚、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
亚、蒙古、缅甸、菲律宾、大韩民国、新加
坡、泰国、东帝汶和越南

• 西南亚：阿富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
斯坦 

• 近东和中东：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
旦、科威特、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
阿拉伯、巴勒斯坦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 南亚：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
尼泊尔和斯里兰卡 

• 东欧：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
联邦和乌克兰

• 东南欧：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黑山、罗马尼
亚、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和土耳其

• 西欧和中欧：安道尔、奥地利、比利时、塞
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
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
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
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摩纳哥、荷兰、挪
威、波兰、葡萄牙、圣马力诺、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大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大洋洲：澳大利亚、斐济、基里巴斯、马绍
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瑙鲁、新西
兰、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
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和小岛屿
领土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采用了大量的区域和
分区域名称。这些名称并非官方名称，具体
界定如下：

• 东非：布隆迪、科摩罗、吉布提、厄立特里
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毛
里求斯、卢旺达、塞舌尔、索马里、乌干达
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
哥、南苏丹、苏丹和突尼斯

• 南部非洲：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马
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
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 西部和中部非洲：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
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科
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
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
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尼
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
拉利昂和多哥

• 加勒比：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
斯、百慕大、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
和国、格林纳达、海地、牙买加、圣基茨和
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 中美洲：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巴拿马

• 北美洲：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利坚合众国 

• 南美洲：阿根廷、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巴
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
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

• 中亚和外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
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ISBN 978-92-1-148297-3

为了庆祝创刊二十年,《2017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采用了
五个分册的新版式，旨在方便读者，同时保留其中的丰富
信息。

第一分册总结了随后四个实质性分册的内容，并根据研究
结论阐述了政策影响。第二分册讨论了毒品的供应、使用
和健康影响。第三分册侧重于介绍三种植物制成的毒品
（可卡因、阿片剂和大麻）的种植、生产和消费以及大麻
新政的影响。第四分册详细分析了全球合成毒品市场，并
载有对三年全球合成毒品评估的大量分析。最后，第五分
册讨论了毒品问题、有组织犯罪、非法资金流动、腐败和
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

《2017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在新版式强化下仍 然旨在
促进理解世界毒品问题，推动加强国际合作，以抗击毒品
对健康和安全的影响。

统计附件发布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
www.unodc.org/wdr/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