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
O

R
LD

 D
R

U
G

 R
EPO

R
T 2013

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500, 1400 Vienna, Austria
Tel: +(43) (1) 26060-0, Fax: +(43) (1) 26060-5866, www.unodc.org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printed in Malta
Sales No. E.13.XI.6 – June 2013 – 1,800

USD 48
ISBN 978-92-1-148273-7

The World Drug Report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drug markets. It covers production, trafficking, consumption and the relate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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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世界毒品报告全面介绍了毒品市场的 新动态，涵盖毒品的生产、贩运、消费及其对健康造成

的相关后果。今年的报告的第一章审查了全球形势，不同毒品市场的 新趋势以及毒品使用的

范围及其对健康造成的相关影响。 

第二章述及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现象，这种物质可能对其使用者造成致命的后果，但却难以管

制，其在 近十年出现的生产商和“生产线”灵活多变。 
 
全球态势 
 
全球毒品使用情况保持稳定 
 
总体来看，全球毒品使用情况保持稳定。虽然任何非法物质使用者的估计总人数有所增加，但

估计数显示，毒品依赖者人数或毒品使用综合症患者人数保持平稳。使用者年度估计人数的增

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界人口的增加。 

然而，多种毒品的使用，特别是合并使用处方药物和非法物质仍然令人关注。对镇静剂和安定

剂的滥用特别令人关注，在报告所涵盖的国家中有60%以上的国家将这类物质列作头三类滥用

物质。 

市场上出现的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数目有增无减也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原因不仅

在于使用的增加，而且也是因为对其不利影响缺乏科学研究和了解。 
 
注射使用毒品和艾滋病毒仍然是一个公共健康问题 
 
新的数据显示，2011年注射使用毒品者及注射使用毒品同时携带艾滋病毒者的普遍率低于以往

的估计：在年满15岁至64岁者当中，有1,400万人估计注射使用毒品，而在注射使用毒品者当

中有160万人携带艾滋病毒。这表明自2008年的估计以来，注射使用毒品者人数下降了12%，

而注射使用毒品同时携带艾滋病毒者的人数下降了46%。 

2011年，与毒品有关的死亡人数估计为211,000人。其中多数是年轻的使用者，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可以预防的。类阿片仍然是所报告的毒品相关死亡事件中 为常见的一类物质。在就毒品

依赖提供治疗服务方面仍然存在一大差距：前一年在六个问题毒品使用者中估计就有一个接受

了治疗。 
 
海上贩运对主管机关构成了挑战 
 
鉴于每天以集装箱或甚至以小船的形式跨越海洋和大陆的非法物质数量庞大，海上贩运是主管

机关所面临的一个尤为棘手的挑战。 

在有关海上贩运的路线方面，东非和西非似乎日益重要。贩运分子正在更多使用由阿富汗途经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或巴基斯坦的港口往南并通过东非和西非的港口抵达消费者市场的一条新的

海运路线。自从2009年以来，在非洲尤其在东非，海洛因缉获量急剧增加，几乎翻了十倍。 

经验表明，海上缉获量始终更有可能大于涉及公路或铁路的陆运缉获量。事实上，虽然在全球

所有各类毒品的所有案件中，海上缉获的案件不超过11%，但每一次海上缉获的数量平均都几

乎是空运缉获量的30倍。主管机关目标明确的稽查工作使其得以缉获更多数量的海上贩运毒

品。 



 2

新的贩毒路线 
 
贩运分子日益寻找新的路线来补充原有路线：似乎出现了海洛因贩运新的陆运路线，例如除了

既有的巴尔干路线和北部路线外，海洛因的贩运从阿富汗途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或巴基斯坦向

南，并且途经伊拉克穿越中东。虽然巴尔干贩运路线仍然是 受欢迎的路线，但经由该路线而

贩运的海洛因数目有所减少。 

而且，该地区各国的缉获情况表明，阿富汗阿片剂似乎已经可以同东亚和东南亚次地区生产和

消费的阿片剂相竞争。 

虽然就贩运路线的激增而言，非洲大陆显然正日益重要和脆弱，但在这方面所可提供的数据仍

然十分有限。为了有效监督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迫切需要改进该地区各国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能力。 

哥伦比亚的可卡因缉获量表明，较之于海上贩运的太平洋路线，大西洋路线正日益重要；语言

上的联系似乎在从南美洲途经巴西、葡萄牙和非洲葡萄牙语国家至欧洲的可卡因贩运上发挥了

一定的作用。可卡因市场似乎正向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扩展。 
 
各类毒品的总体趋势 

 
阿片剂 
 
阿片剂的生产和消费趋势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所可提供的有限数据表明，自从2009年以来，在亚洲部分地区（东亚和东南亚以及中亚和西

亚）和非洲，类阿片（处方类阿片、海洛因和鸦片）的使用有所上升。 

另一方面，阿片剂（海洛因和鸦片）的使用保持平稳（约为1,650万人，即占年满15岁至64岁
的人群的0.4%），但在西南亚、中亚、东欧和东南欧以及北美洲，阿片剂使用的普遍率很高。 

具体到欧洲，有迹象表明，由于若干因素的影响，包括由于接受治疗的使用者人群老龄化以及

对供应提高了稽查力度，海洛因的使用有所下降。然而，欧洲部分地区继续存在对处方类阿片

的非医疗使用。 

阿富汗的生产强劲，保持了其全球鸦片首要生产国和种植国的地位（占2012年全球非法鸦片生

产量的74%）。虽然大体上由于阿富汗和缅甸种植面积的增加2012年全球罂粟种植面积增加了

15%，但主要由于阿富汗的歉收全球鸦片生产量下降了几乎30%，2012年不足5,000吨。墨西哥

仍然是美洲 大的鸦片生产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的鸦片生产似乎还不能满足亚洲某些地区海洛因使用者人数的增加

而产生的需求。 

虽然2011年全球吗啡和海洛因的缉获量有所增加，但包括土耳其、西欧和中欧等某些地区和国

家的缉获量有所下降。 
 
可卡因 
 
2011年，全球可可种植面积为155,600公顷，与一年前相比几乎未变，但是比2007年下降14%，

比2000年下降30%。所生产的可卡因数目估计数，如果以100%的纯可卡因表述的话，即从776
吨增加到2011年的1,051吨，与一年前相比大体未变。世界上 大的可卡因缉获量（未将纯度

计算在内）仍然来自于哥伦比亚（200吨）和美国（94吨）。然而， 近几年有迹象表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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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因市场已经转往此前与贩运或使用均无联系的一些地区。亚洲、大洋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及

加勒比地区均大幅度增加。在中美洲，可卡因贩运竞争加剧导致暴力事件有所增加。 

可卡因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富人的毒品。有些迹象虽然并不确定但却表明，在其他所有因素相

同的情况下，这种看法可能并非全无道理。然而，可卡因使用的规模并非完全受财富的主导。

既有富裕国家可卡因普遍率低的实例，也有相反的实例。 

或许可以说，在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可卡因使用的扩展风险较高（虽然起点很低）。中国

香港的缉获量急剧增加，2010年几乎达到600公斤，2011年超过了800公斤，这可以归结为几个

因素，这些因素通常与使用可卡因所产生的光环以及社会中较富裕阶层的出现有联系。相反，

在拉丁美洲，可卡因的增加似乎多数与“溢出”效应有联系，其原因是，可卡因供应广泛，并

且因毗邻生产国而价格较低。 

在北美洲，缉获量和普遍率自2006年以来大幅度下降（除2011年缉获量再度上升外）。在2006
年至2011年期间，美国普通人群中间可卡因的使用下降了40%，这与哥伦比亚生产的减少、执

法干预以及犯罪集团间的暴力行为有着部分的联系。 

虽然北美洲、中欧和西欧早先主宰了可卡因市场，但如今其所占的比例约为全球使用者的一

半，这反映了欧洲的使用趋于平稳而北美洲有所下降这一事实。 

另一方面，在大洋洲，可卡因缉获量2010年和2011年又创新高（从2009年的290公斤分别增加

到1.9吨和1.8吨）。在澳大利亚年满14岁或14岁以上者的人群当中，可卡因使用年度普遍率翻

了一番，从2004年的1.0%增加到2010年成年人群的2.1%；该数字高于欧洲平均水平，超过了

美国相应的普遍率。 
 
苯丙胺类兴奋剂 
 
有迹象表明，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市场正在扩大：缉获量和消费量均在增加，生产似乎在扩大，

而新的市场正在发展之中。 

除“迷幻剂”外的苯丙胺类兴奋剂的使用在全球依然普遍，并且看来在多数地区均有增加。

2011年，全球年满15岁至64岁的人群中，估计有0.7%的人也就是3,380万人在以往一年使用了

苯丙胺类兴奋剂。2011年的“迷幻剂”普遍率（1,940万人也就是说0.4%的人群）低于2009
年。 

虽然在北美洲和大洋洲的传统市场使用保持平稳，但在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

亚的市场，使用看来有所增加。非洲也出现了一个新兴市场，这一估计已经为前体转移、缉获

量和甲基苯丙胺的生产日益增多所证明。该地区苯丙胺类兴奋剂年度估计普遍率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 

在全球层面上，缉获量升至新高：2011年为123吨，比2010年同期（74吨）上涨66%，是2005
年（60吨）以来的一倍。墨西哥所缉获的甲基苯丙胺数量 大，增加了一倍多，在一年内从13
吨增加到31吨，从而首次超过了美国。 

甲基苯丙胺仍然是苯丙胺类兴奋剂行业的支柱；占2011年苯丙胺类兴奋剂全球缉获量的71%。

甲基苯丙胺药丸仍然是东亚和东南亚占主导地位的苯丙胺类兴奋剂，2011年缉获了1.228亿颗

药丸，虽然与2010年相比（1.344亿颗药丸）下降了9%。然而，结晶体甲基苯丙胺的缉获量增

加到8.8吨，达到 近五年来的 高点，表明该物质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威胁。 

甲基苯丙胺的生产似乎也在扩展：除其他外在波兰和俄罗斯联邦破获了新的生产点。还有迹象

表明中美洲的生产活动更趋活跃，墨西哥贩毒组织在该地区合成毒品市场上的影响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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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丙胺缉获数字也在上升，特别是在中东，该地区的毒品大体以药丸形式提供，作为

“captagon”药丸营销，并且大体由苯丙胺组成。 

欧洲和美国2011年所报告的苯丙胺地下加工厂数目几乎相同（58比57），与2010年相比总数基

本保持平稳。 

虽然全球“迷幻剂”的使用有所下降，但欧洲似乎有所上升。按照前后顺序排列，欧洲、北美

和大洋洲仍然依次是“迷幻剂”的使用普遍率超过全球平均数的三个地区。 
 
大麻 
 
介绍大麻种植和生产情况全球态势仍然是一项艰难的工作：虽然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均生产大

麻，但其种植大体上局限于本地区，并且经常也是提供给当地市场的。 

大麻仍然是使用 为普遍的非法物质。与2009年的以往估计相比，大麻使用者的普遍率略有增

加（1.806亿人，占年满15岁至64岁的人群的3.9%）。 

美国的大麻根除面积有所增加，这可能表明种植面积的增加。整个美洲的种植似乎也在增加。

在南美洲，2011年大麻草药的缉获量增加了46%。 

在欧洲，大麻草药缉获量有所增加，而大麻树脂（哈希什）的缉获量有所下降。这可能表明，

国内生产的大麻继续取代主要来自于墨西哥的进口树脂。在阿富汗和摩洛哥等其主要生产国，

大麻树脂的生产似乎趋于平稳或甚至有所下降。 

许多非洲国家报告缉获了大麻药草，尼日利亚据称是该地区缉获数量 大的国家。 

在欧洲，在气候条件有利的国家，大麻普遍在室外种植。在气候条件不太有利的国家，例如比

利时和荷兰，室内种植的数目较多。由于在国家间和气候区之间的差异很大，难以汇集有关种

植和根除的准确情况。根据种植方法（室内或室外）和环境因素的不同，种植密度区别很大。 
 
新的精神活性物质 
 
虽然在毒品方面新的有害物质的出现很有规律，但在称作新的精神活性物质这一来势迅猛创意

迭出的现象影响下，国际管制制度首次失灵。 

会员国向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报告的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数目从2009年年底的166种增加到

2012年中期的251种，增加幅度超过50%。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总数实际超过受到国际管制的

物质总数（234种）。 

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是以纯粹形式或配制形式出现的滥用物质，这些物质不受国际毒品公约的管

制，但却可能构成对公共健康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新的”这一用语并不一定是指新的发

明，而是指在某些市场上新近出现的物质。总体而言，新的精神活性物质这一用语通称意在摹

仿受管制毒品效果的不受监管的（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或产品。 

会员国为应对这一挑战而在本国立法框架范围内使用了各种方法，力图将单一物质或其类似物

质置于管制之下。 

通常认为，在对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加以管制或将其列入附表之时，其使用不久便将随之减少，

而这对有关健康的后果和与该物质有关的死亡事件均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替代效应”阻碍

了对把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列入附表所产生的长期影响展开任何深入的研究。当然存在一些把新

的精神活性物质列入附表或对其加以管制影响甚微或毫无影响的实例。总的来说，在将新的精

神活性物质列入附表之后已经观察到以下几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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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该物质仍未退出市场，但其使用立即减少。实例包括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

甲氧麻黄酮、新西兰的苄基哌嗪、波兰的“合法兴奋剂”、澳大利亚的甲氧麻黄酮和美利坚合

众国的亚甲基二氧吡咯戊酮； 

 (b) 在一年或更长时间的较长间隔期之后该物质的使用有所减少（例如美国的氯胺酮）； 

 (c) 列入附表对该物质的使用影响甚微或毫无直接影响，例如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俗称“迷

幻剂”的 3，4 二亚甲基双氧苯丙胺。 

而且，存在一些新的精神活性物质从市场上消失的情况。受《1961年公约》和《1971年公约》

管制的多数物质便是如此。在目前受国际管制的234种物质中，只有几十种物质仍在遭到滥

用，其中多数滥用集中在这十几种物质。 

显然，通过立法管制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并非“包治百病”的解决办法。这条规则始终有例外。

然而，为处理这种情况，必须使用由若干因素组成的整体性做法，其中包括：预防和治疗、法

律地位、改进对前体的管制和打击贩毒团伙。 

缺乏长期数据从而无法对该问题有一个十分需要的透彻看法：一旦把某种物质列入附表，便会

有另一种物质取而代之，从而难以研究某种物质对使用的长期影响及其对健康的危害。 

新的精神活性物质问题之所以是一个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其原因在于，生产商生产出新的变

异体以逃避为管制已知物质而不断发展的新的法律框架。这些物质包括合成的和基于植物的精

神活性物质，并且在纷繁多样的市场上迅速蔓延。直到 2012 年中期以前，所确定的大多数新

的精神活性物质均是合成大麻素（23%）、苯乙胺（23%）和合成卡西酮（18%），随后是色

胺（10%）、基于植物的物质（8%）和哌嗪（5%）。在合成大麻素中 为普遍的单个物质是

JWH-018 和 JWH-073；在合成卡西酮中 为广泛的单个物质是甲氧麻黄酮、亚甲基二氧吡咯

戊酮和敏疫朗；在哌嗪中 为广泛的单个物质是 2-甲基-4-氯苯氧乙酸（二甲四氯）、N-苄基

哌嗪和 1-(3-三氟甲基苯基)哌嗪。基于植物的物质主要包括卡痛叶、柯特阿拉伯茶和鼠尾草。 

造成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尤为危险并很成问题的原因是围绕这些物质的普遍看法。这些物质经常

被推销为“合法兴奋剂”，即暗示这些物质可以安全地消费和使用，而真相可能完全不同。为

了误导主管机关，供应商还大力推销和宣传其产品，并且使用室内清洁剂、浴盐、草药清香剂

和甚至植物化肥剂等相对无害的日常产品的名称出售这些产品。 

几乎所有各地区的国家均报告出现了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尤其在2008至2012年期间，出现了合

成大麻素和合成卡西酮，而报告新的苯乙胺 、氯胺酮和哌嗪的国家数目有所减少（与2008年
以前的时期相比）。 
 
起源和生产 
 
虽然在欧洲和北美 为普遍，但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如今似乎主要起源于亚洲（东亚和南亚），

特别是因其先进的化工业和制药业而知名的国家。欧洲、美洲和亚洲国家也有在本国制造的。

然而，总体形态体现为跨地区贩运，与苯丙胺类兴奋剂之类受管制精神活性物质的秘密制造有

所偏离，后者通常发生与消费者所在的相同区域内。 
 
技术的作用 
 
互联网似乎在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行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一项调

查作出答复的国家中有88%的国家均称，互联网是其市场供应的一个主要来源。与此同时，欧

洲晴雨表的一份调查发现，欧洲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年轻消费者（年满15岁至24岁）中间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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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的人使用互联网实际购买这类物质，这表明虽然这类物质的进口和批发业可能更多通过互

联网进行，但终端使用者仍然更愿意利用较为传统的零售和销售渠道。 
 
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在区域层面的蔓延 
 
欧洲设有包含27个欧洲联盟国家与克罗地亚、挪威和土耳其的预警系统，因而拥有处理正在出

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 为先进的区域系统。通过预警系统在2005年至2012年期间就总共236
种新的物质发布了正式通知，相当于全球所发现的并且报告给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所有物

质（251种）中90%以上的物质。欧洲联盟已经确定的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数目从2005年的14
种增加到2012年年底时的236种。 

新的精神活性物质似乎已经构成一个大的市场区间。欧洲联盟年满15岁至24岁的人当中接近有

5%的人曾经尝试过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相当于尝试过大麻人数的五分之一，并接近于使用过

除大麻以外的毒品者人数的一半。虽然过去十年内，大麻的使用在欧洲青少年和年轻人中间显

然有所下降，但除大麻之外的毒品的使用仍然大体稳定，而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有所增

加。 

在欧洲内部，欧洲晴雨表2011年的数据显示，以下五个国家几乎占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所有使用

者的四分之三：联合王国（欧洲联盟总数的23%），其次是波兰（17%）、法国（14%）、德

国（12%）和西班牙（8%）。联合王国也是欧洲联盟确定新的精神活性物质 多的国家

（2005年至2010年期间占总数的30%）。 

美国是世界范围内确定的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数量 多的国家：在整个2012年内，总共确定了

158种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是欧洲联盟（73种）的一倍。报告 为频繁的物质是合成大麻素

（从2009年的2种增加到2012年的51种）和合成卡西酮（从2009年的4种增加到2012年的31
种）。两者都对健康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除了大麻之外，学生中间对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

使用比对任何其他毒品的使用更为普遍，其主要原因是，在香料或类似草药混合物中间都含有

合成大麻素。美国青年中间对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看来比欧洲联盟更为普遍，是后者的一

倍多。 

在加拿大，主管机关在2012年头两个季度内确定了59种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即几乎与美国一样

多。多数物质是合成卡西酮（18种）、合成大麻素（16种）和苯乙胺（11种）。在全国范围内

的一次学校调查中，据报告在十年级学生中普遍使用的物质有：鼠尾草（终身普遍率为

5.8%）、乾燥叶或者称作曼陀罗（2.6%）的一种致幻性植物和氯胺酮（1.6%）。 

新的精神活性物质也渗透到拉丁美洲国家，即便一般而言该地区这类物质的滥用程度低于北美

洲或欧洲。所报告的物质包括氯胺酮和基于植物的物质，尤其是鼠尾草，其次是哌嗪、合成卡

西酮、苯乙胺和合成大麻素（但其数量较少）。巴西也报告在其市场上出现了4-甲基甲卡西酮

和1,3二甲戊胺（一种苯乙胺）；智利报告出现了鼠尾草和戊酸；哥斯达黎加报告出现了N-苄
基和1-(3-三氟甲基苯基)这两种哌嗪。 

许多年以来，新西兰一直在哌嗪尤其是N-苄基的市场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澳大利亚也有大量新

的精神活性物质，与欧洲和北美洲的情况类似。总体而言，2012年头两个季度内在大洋洲地区

确定了44种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相当于世界各地所确定的所有这类物质的四分之一。澳大利亚

2012年头两个季度确定了33种新的精神活性物质，主要是合成大麻素（13种）和苯乙胺（8
种）。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2年进行的调查称，报告出现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国家数目 多的在

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报告出现了这类物质，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文莱达鲁萨兰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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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以及中东国家（巴林、以

色列、约旦、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中国香港报告出现了若干合成大麻素（例如JWH-018）和合成卡西酮（4-甲基甲基卡西酮和戊

巴比妥）。印度尼西亚告知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该国出现了N-苄基。新加坡出现了若干合成

大麻素（包括JWH-018）和合成卡西酮（3-氟甲基卡西酮和4-甲基乙基卡西酮）。阿曼出现了

合成大麻素（JWH-018）。日本报告出现了苯乙胺、合成卡西酮、哌嗪、氯胺酮、合成大麻素

和基于植物的物质。 

就消费而言，亚洲两种主要的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是氯胺酮和卡痛叶，主要影响到东亚和东南亚

国家。氯胺酮药丸已作为“迷幻剂”的一种替代物（以及有时候甚至作为“迷幻剂”）而出售

了几年。此外，在西亚尤其在也门存在对柯特阿拉伯茶的大规模传统型消费。 

总共有七个非洲国家（安哥拉、佛得角、埃及、加纳、南非、多哥和津巴布韦）向毒品和犯罪

问题办公室报告出现了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埃及报告不仅出现了基于植物的物质（鼠尾草），

而且还出现了合成大麻素、氯胺酮、哌嗪（N-苄基）和其他物质（2-二苯甲基哌啶）和4-苄基

哌啶）。然而，与生产和消费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有关的所有问题似乎在非洲不太明显。但有一

些可归类为精神活性物质的传统上使用的物质（例如柯特阿拉伯茶或伊博格碱），这些物质就

其扩散程度而言，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及其他社会后果。 
 
今后的道路 
 
把某种物质列入附表或加以管制是一个漫长并且成本昂贵的进程，尤其是因为主管机关必须承

担举证责任。此外，管制数量日益庞大的物质，除其他外涉及警察、海关、法医物证鉴定实验

室、进出口主管机关和卫生主管机关，可能会造成某些会员国的能力不堪重荷。 

建立针对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预警系统”，“紧急列入附表管制”、“将类似物列入附表管

制”、“按通类列入附表管制”，适用“药品法”及其他创新做法等备选制度均各有利弊。多

数对局势有所改观，并且给今后的管制制度的规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然而，所缺少的是

保证毒品贩子无法利用区域内或甚至国家内各种漏洞的全球层面的协调。 

需要建立全球预警系统，以便让会员国了解新出现的各种物质，并支持其应对这一复杂多变的

现象1。虽然国际药物管制各项公约提供了将新的物质列入附表的可能性，但新的精神活性物

质层出不穷，造成这项工作十分艰巨。当务之急是，在针对该问题探寻拟订全球应对办法之

前，首先应当了解并共享在在有关新的精神活性物质区域对策上所获方法和经验教训。 

 

                                                 
1  麻醉药品委员会 2013 年 3 月 15 日第 56/4 号决议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共享和交流在采取有效

对策应对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所构成的独特挑战上的想法、努力、良好做法和经验，这些对策除其他国别对策外

还可包括新的法律、条例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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