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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加大行动力度以加快履行我们对

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共同承诺的部长级宣言

我们，参加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部长级会议段的各国政府代

表，在维也纳联合国会晤，特别是鉴于 2009 年《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

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1 所定的 2019

年目标日期，评估过去十年所作的共同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各项

承诺的履行情况，并在 2019 年之后增进努力； 

 我们重申，我们共同承诺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这需要在

国家和国际各级采取协调而持久的行动，包括加快履行现有的禁毒政策

承诺；

 我们再次承诺在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时充分遵守《联合国

宪章》、国际法和《世界人权宣言》2 的宗旨和原则，充分尊重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所有人权、基本自由、所有个人的

固有尊严和国家间权利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 

 我们还重申决心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积极推动建设一个无人

吸毒的社会，以协助确保人人享有健康、尊严、和平、安全与繁荣，并

重申决心应对吸毒造成的公众健康问题、安全问题和社会问题； 

1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9 年，补编第 8 号》(E/2009/28)，第一章，C 节。 
2 大会第 217 A (III)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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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承诺在制定和执行禁毒政策时尊重、保护并促进

所有人权、基本自由和所有个人的固有尊严以及法治； 

 我们强调《经 1972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3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4 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物公约》5 及其他相关文书构成国际毒品管制制度的基石，欢迎

缔约国为遵守各项规定并确保有效实施这些公约而作出的努力，并促请

所有尚未批准或加入这些文书的会员国考虑采取措施批准或加入这些

文书； 

 我们强调 2009 年《关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

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2014 年麻醉药品委员会对会员国落

实《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情况的高级别审议的《部长级联合声明》6

和大会第三十届特别会议题为“我们对有效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

的共同承诺”的成果文件，7 代表着国际社会在过去十年所作的承诺，即

应对世界毒品问题并以平衡方式处理 2009 年《政治宣言》所述的减少

需求和相关措施、减少供应和相关措施以及国际合作的所有方面，以及

2016 年大会第三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所阐述和指出的其他问题，并

认识到这些文件是互为补充、相互加强的； 

 我们认识到，应按照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应对久已存在的、新的

和不断演变的挑战，这些公约为缔约国留出了足够的灵活性，以便其根

据本国的优先事项和需要，并遵循共同和分担责任的原则及适用的国际

法，设计和实施国家禁毒政策； 

 我们再次承诺依据共同和分担责任原则，采取平衡、综合、全面、

多学科、基于科学证据的方法处理世界毒品问题，并认识到应将性别和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76 卷，第 14152 号。 
4 同上，第 1019 卷，第 14956 号。
5 同上，第 1582 卷，第 27627 号。
6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14 年，补编第 8 号》(E/2014/28)，第一章，C 节。
7 大会 S-30/1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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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视角适当纳入毒品相关政策和方案的主流，还应适当重视个人、家

庭、社区和社会整体，特别关注妇女、儿童和青年，从而增进和保护所

有人的健康（包括获得治疗）、安全和福祉；

 我们还重申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联合国主要负责毒品管制事项的

政策制定机构的主要作用，又重申我们支持和赞赏联合国相关实体的努

力，特别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为联合国系统中处理和应对

世界毒品问题的牵头实体所作的努力，并进一步重申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经条约授权的职责； 

 我们重申决心在现有政策文件的框架内，除其他外，预防、大幅

降低并争取根除非法作物种植以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包括合成毒品

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的生产、制造、贩运和滥用，并且预防、大幅减

少和争取根除转移和非法贩运前体的活动，以及与涉毒犯罪有关的洗钱；

确保可以获得和提供受管制物质用于医疗和科研，包括用于减轻疼痛和

痛苦，并解决这方面目前存在的障碍，包括可负担性；加强有效、综合、

以科学证据为依据的减少需求举措，涵盖预防、早期干预、治疗、护理、

恢复、康复和回归社会等方面的无歧视措施，以及根据国家立法旨在最

大限度减少吸毒对公众健康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的举措和措施；处理

与非法种植作物以及生产、制造和贩运毒品有关的毒品相关社会经济问

题，办法包括执行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的长期、全面、平衡的毒品管制政

策和方案；按照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和国内法，并依据国家制度、宪

法制度、法律制度和行政制度，促进在适当性质的案件中对于定罪或处

罚采取替代措施或补充措施； 

 我们对社会和个人及其家庭由于世界毒品问题而付出的高昂代价

深表关切，对于为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牺牲生命的人和献身于这一

事业的人表示特别的敬意； 

 我们强调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执法人员、司法人员和保健

人员、民间社会、科学界和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为支持我们在所有

各级努力履行共同承诺而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应当促进相关的伙伴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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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与有效处理世界毒品问题的

努力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评估总结

思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提交的关于会员国执行

2009 年《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进展情况的两年期报告、每年的《世界

毒品问题报告》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年度报告，并着重强调会员国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在麻醉药品委员会年度届会以及在麻委会第六十和第

六十一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专题会议上分享的履行共同承诺的经验、教训

和良好做法；

 我们承认，在以下方面履行过去十年所作的承诺取得了显著进展：

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包括增进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制定、详细阐

述和执行国家战略，增进信息交流以及提高国家主管机关的能力；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在世界毒品问题上久已存在的和新出现的挑战，

其中包括：毒品和毒品市场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并多样化；滥用、非法

种植和生产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以及非法贩运这些物质和前体的活

动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前体化学品的非法需求和国内转移日益

增多；观察到毒品贩运、腐败和其他形式有组织犯罪（包括人口贩运、

枪支贩运、网络犯罪和洗钱以及某些情况下的恐怖主义，包括与资助恐

怖主义行为有关的洗钱）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全球范围没收的与源自

贩毒的洗钱有关的犯罪所得的价值仍然不高，在世界许多地方，为医

疗和科研包括减轻疼痛和姑息治疗提供的国际管制药物仍然不多甚至为

零；戒毒治疗和保健服务仍然无法满足需要，与吸毒有关的死亡人数增

加；一些国家与吸毒（包括注射吸毒）有关的艾滋病毒、丙型肝炎病毒

和其他血液传播疾病的传染率居高不下；与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有关的不

良健康后果和风险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合成类阿片以及非医疗使用处方

药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构成的风险日益增高，还有科学、法律和监管方面

的挑战，包括物质列管方面的挑战；非法滥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非法涉

毒活动的情况正在增多；关于世界毒品问题各个方面的可靠数据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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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和提供情况需要改进；不符合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以及不符合

适用的国际人权义务的对策对于依据共同和分担责任原则履行共同承诺

构成了挑战；为此：

前行道路

我们承诺加大努力在处理久已存在的和新出现的趋势和挑战方面填补欠

缺，从而维护我们的未来并确保不漏掉一个受世界毒品问题影响的人，

为此执行平衡、综合、全面、多学科、以科学证据为依据的世界毒品问

题对策，将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和儿童的安全、健康和福祉放在工

作的中心； 

 我们承诺依据共同和分担责任的原则，加快充分执行 2009 年《关

于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

计划》、2014 年麻醉药品委员会对会员国落实《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

情况的高级别审议的《部长级联合声明》和 2016 年举行的大会世界毒

品问题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力争实现所有承诺、行动建议和其中所列

的宏伟目标；

 我们承诺通过技术援助等途径，进一步加强各国主管机关之间的合

作与协调，特别是在卫生、教育、社会、司法和执法部门的合作与协调，

以及政府机关与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私营部门）在所有各级的合

作与协调；

 我们承诺加强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国际合作，并促进信息共享，

特别是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应对贩毒、腐败和其他

形式有组织犯罪（包括贩运人口、贩运枪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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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有效识别、追踪、冻结、扣押和没收

涉毒犯罪的资产和所得，确保根据《1988 年公约》进行处置，包括分

享，并且酌情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8 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

罪公约》9 予以返还；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9 同上，第 2225 卷，第 3957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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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承诺继续调集资源，包括用于在所有各级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
建设，以确保所有会员国都能有效处理和应对新出现的和久已存在的毒
品相关挑战； 

 我们承诺依请求更多地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特别是
受世界毒品问题影响最大的、包括受非法种植和生产、过境和消费影响
最大的会员国； 

 我们承诺协助麻醉药品委员会作为联合国主要负责毒品管制事项的
主要政策制定机构，继续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促进在麻委会内部通过交流信息、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等途径，就所有
各级处理和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有效战略开展广泛、透明而包容的讨论，
酌情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保健人员、民间社会、学术界、联合国相
关实体等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讨论； 

 我们承诺加强麻醉药品委员会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麻醉品管制
局在各自基于条约的任务授权的范围内开展的工作，以及与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展的工作，继续推动就最持久、最普遍、最有害的
物质，包括合成毒品和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前体、化学品和溶剂，作出
知情的列管决定，同时确保为医疗和科研提供这些物质，并且承诺加强
麻委会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有关实施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的对话以及
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对话； 

 我们承诺确保麻委会领导的在履行 2009 年以来所作处理和应对世
界毒品问题的所有承诺方面的后续工作单轨进行，因此需要：

 (a) 在麻委会每届常会上专设一个常设议程项目，讨论所有承诺的
履行情况；

 (b) 采用经过加强和简化的年度报告调查表，确保收集可靠而可比
较的数据，反映所有承诺；以及 

 (c)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对现有的两年期报告
进行调整，改为单一的报告，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每两年编写一期，以会
员国对经过加强和简化的年度报告调查表提供的答复为基础，报告在
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履行所有承诺取得的进展情况，第一期报告应于
2022 年提交麻委会第六十五届会议供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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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承诺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及其他相关伙伴密切合作，包括通过麻醉药品委员会与统计

委员会的合作，促进并改善收集、分析和共享高质量可比较数据的工作，

特别是为此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而可持续的能力建设，以期按照所有

承诺加强国家数据收集能力，提高答复率并扩大相关数据报告的地域范

围和专题范围； 

 我们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会员国密切合作，继续以

包容的方式就加强和简化现有年度报告调查表进行专家级磋商，并考虑，

为反映和评估对 2009 年《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2014 年《部长级

联合声明》和大会第三十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所载的所有承诺的履行工

作所取得的进展，是否可能审查所认为必要的现有其他毒品管制数据收

集和分析工具，还请在有预算外资源的前提下将经过改进和简化的年度

报告调查表提交麻委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审议；

 我们还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有预算外资源的前提下

继续向麻醉药品委员会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和实质性支持，协助履行所

有承诺，并开展后续行动；

 我们还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提出请求的会员国磋商，

并与联合国其他相关实体及利益攸关方合作，增进为履行所有承诺而提

供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并请现有捐助方和新兴捐助方为此目的提供

预算外资源；

 我们鼓励联合国相关实体、国际金融机构及相关区域组织和国际组

织在各自任 + 务授权范围内，根据请求进一步协助麻委会处理和应对世

界毒品问题的工作和会员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以加强国际合作和跨机构

合作，还鼓励它们向麻委会提供相关信息以便利其开展工作，并增进联

合国系统所有各级在世界毒品问题方面的一致性； 

 为落实本部长级宣言，我们决定于 2029 年在麻醉药品委员会审议

履行所有国际禁毒政策承诺所取得的进展，2024 年在麻醉药品委员会

进行中期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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