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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正在给全球经济、公共
健康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造成重大损失。目前，该病毒已在全球感染超过360万人，造成
25万人死亡，并促使各国政府采取严厉措施以减少2019年新冠肺炎的传播。由于许多
国家选择关闭非必要的商业活动，导致全球约有一半的人口被限制出行，国际边境口
岸被关闭，经济活动急剧下降。毒品贩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合法贸易来掩饰其活动，
并依靠个人向消费者分销毒品。因此，各国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措施不可
避免地影响了非法毒品市场从生产贩运到消费使用的各个方面。
尽管如此，由于每种毒品分销所使用的商业模式和不同国家应对疫情的方法均不
相同，导致防疫措施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这些措施包括在允许国内旅行的同时关闭国
际过境点，下达适度到严格的避难令，或完全封锁所有活动，包括暂停除紧急情况以
外的基本服务。对实际毒品生产的影响可能会因其生产的物质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
很大差异。
根据来自政府当局，包括媒体在内的开放资源以及UNODC外地办事处网络的最新
数据，现有证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对非法毒品市场的影响正在持续发生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对毒品供应链的多重影响
迄今为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对目标市场上毒品供应链终端所产生的影响似
乎最为相似。全球许多国家都报告说，在零售水平上多种毒品全面短缺，同时价格上
涨、纯度下降，因此毒品使用者正在转换毒品（例如，从海洛因转向合成阿片类药
物），以及/或越来越多毒品使用者去寻求药物治疗。然而，据报道在巴尔干地区和中
东地区的一些国家因为白天的疫情防控措施不太严格而受到的影响较小。
据报道，疫情防控措施对大批量毒品供应的总体影响因毒品种类和国家不同而差
异显著。为遏制新冠肺炎传播而采取的防控措施增强了各国对毒品的管控，大规模毒
品供应受到了双重影响。如意大利和中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毒品缴获量急剧下降，一些
国家如尼日尔等则报告毒品贩运已停止。也有报告说，从事毒品贩运的有组织犯罪集
团从日常的非法活动转向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新犯罪，例如巴尔干地区的网络犯罪
和假药贩运。
另一方面，包括伊朗和摩洛哥在内的其他国家则报告缴获了大量毒品，表明大规
模毒品贩运仍在发生。一些国家报告说，由于管制加强，对毒品贩运的拦截也有所增
加。禁毒执法增加的一个例子是英国在制止“县界”活动方面有所改善，“县界”活
动是该国特有的利用年轻弱势群体的一种毒品贩运手段。埃及等国“偶然的”毒品查
获也导致在街头管制期间的毒品缴获量达到中等规模。尼日利亚的报告表明毒品贩运
仍在继续，使用邮政服务的情况可能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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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生产
封锁造成的限制可能会阻碍主要生产国鸦片的生产和销售
由于阿富汗鸦片收割的关键月份是3-6月，因此2020年的鸦片收割将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进行，如果所需的大量劳动力因疫情无法或不愿前往该国种植罂粟的地区，则
鸦片收成可能会受到影响。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或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出行限制，也可
能是由于新冠肺炎病毒本身的传播会阻止工人出行或因病而减少现有的劳动力。由于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过境点的关闭，在阿富汗西部和南部各省已经出现罂粟收割劳动力
的短缺。但是，罂粟种植家庭中的妇女和因新冠肺炎危机而失业的人们却似乎越来越
多地加入罂粟收割的群体中。
疫情造成的国际贸易衰退也可能导致醋酸酐的供应短缺，醋酸酐是制造海洛因的
重要前体，但阿富汗并不生产。这种短缺可能导致海洛因生产减少，或将其生产转移
到国外甚至该地区之外。
有迹象表明，缅甸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已完成了2020年的鸦片收割，但可能由于相
关行动的限制而面临着买家短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新冠肺炎防控措施对
墨西哥的鸦片生产造成了影响。

疫情防控措施在短期内阻碍了可卡因的生产，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可卡因生产
可能会卷土重来
来自哥伦比亚的报告表明，在疫情期间禁毒执法力度有所增加，根除古柯树的行
动仍在按计划进行。哥伦比亚用于生产可卡因所必需的汽油往往从委内瑞拉走私而来，
因为疫情导致汽油短缺，使得可卡因的生产商特别是在哥伦比亚东部生产商的生产受
到阻碍。
玻利维亚2019年年底的政治动荡以及最近与新冠肺炎蔓延相关的挑战似乎限制了
该国当局控制古柯树种植的能力，这可能会导致其种植增加。尽管迫在眉睫的经济危
机可能导致在所有主要可卡因生产国的更多农民增加或开始从事古柯种植，但是在秘
鲁可卡因价格下跌表明贩运机会减少，并可能在短期内阻碍古柯树种植。

贸易的减少限制了一些地区合成毒品前体的供应
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生产合成毒品。如果新冠肺炎防控措施导致从合法贸易或非
法生产中供应的易制毒化学品减少，则可能对合成毒品的生产产生影响。供应易制毒
化学品的某些区域（例如东南亚），如贩运没有受到阻碍，则合成毒品的生产仅受到
新冠肺炎防控措施的轻微限制影响。此外，如果国内制造合成毒品使用的是本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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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易制毒化学品，则对国内毒品市场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如俄罗斯滥用的4-甲基甲卡
西酮和其他流行的合成毒品。但大规模非法生产合成毒品所需的易制毒化学品如从其
他地区进口则更有可能受到影响。有报道称东南亚的贸易减少限制了墨西哥的易制毒
化学品供应，墨西哥的甲基苯丙胺和芬太尼的生产似乎受到了影响，同时黎巴嫩和叙
利亚的苯丙胺类兴奋剂特别是“captagon（苯丙胺乙茶碱的商品名）”的生产也受到了
影响。在捷克，国际边界的关闭导致易制毒化学品的供应量减少，预计将会出现甲基
苯丙胺短缺。

毒品贩运
航空旅行的限制可能会完全中断毒品的航空贩运途径
为防止新冠肺炎的蔓延而实施的行动限制和边界封闭，对不同毒品的贩运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取决于疫情之前毒品的贩运方式。海洛因主要通过陆路进行贩运，
经常与合法货物一起，而可卡因则主要通过海上贩运，包括使用非商业船只如专用船
只和游艇。合成毒品往往通过空中贩运，通常由航空信使将毒品藏于身体或个人行李
中而运输到某些国家。因此，疫情防控措施对毒品贩运的最大影响可预期出现在主要
使用航空贩运途径的国家。
由于几乎普遍限制空中交通，空运的毒品供应可能完全中断。这可能对合成毒品
尤其是甲基苯丙胺向东南亚国家（如韩国和日本）和大洋洲（如澳大利亚）的贩运，
以及在疫情之前依赖于商业航班的可卡因贩运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

2017年1月-2020年4月不同种类毒品（按缴获重量百分比计）的运输方式，UNODC毒品监测平台
阿片类

可卡因类

大麻类

苯丙胺类

车辆/陆路

海上运输

航空

邮政

来源: UNODC毒品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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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从海上运输至欧洲的现象有所增加
海洛因主要贩运路线的报告表明，在陆路贩运毒品时，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可能增
加了被拦截的风险，因为与其他运输方式贩运的毒品相比，这种装运被拦截的频率更
高。就是因为这些防控措施，最近伊朗缴获了大量鸦片制剂。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
的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CARICC）估计，在中亚经陆路贩运海洛因的风险可能
有所增加。
最近在印度洋缴获的海洛因数量有所增加，可能与使用海上路线沿“南部路线”向
欧洲贩运海洛因的情况有所增加有关。如果得到证实，向南部路线转移这一现象将表
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贩毒组织的战略发生了变化。

边境措施似乎阻碍了鸦片制剂的贩运
来自美洲的报告指出，边境管制的不断加强使得从墨西哥向美国贩运海洛因比疫
情开始之前更加困难。缅甸也有类似报道，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海洛因主要来自于那
里，当地鸦片价格的突然下跌表明买家不再能够前往生产地购买鸦片或海洛因，但这
种情况也有可能与正在进行的禁毒行动有关。

在地图上使用的名称和材料的表述，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就任何国家，领地，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关于其边界的界限划定有关发表任何意见。
虚线大致代表印度和巴基斯坦商定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控制线。
各方尚未就查谟和喀什米尔最终地位达成共识。
苏丹共和国和南苏丹共和国之间的最终边界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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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可卡因仍在通过其他方式被贩运
有迹象表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导致飞往欧洲的航空运输量减少，这可能已
经导致从南美洲经海运直接向欧洲运送可卡因的数量增加。同样，来自哥伦比亚的报
告显示海上毒品贩运增加和陆地上可卡因贩运减少。相对应地，最近在欧洲港口缴获
大量可卡因，这表明贩运大量可卡因的活动仍在继续。

可卡因流通减少的现象尚未影响目标市场的缴获量
欧洲和拉丁美洲继续缴获了大量的可卡因，这不仅表明毒品贩运仍在继续，而且
表明执法部门仍在继续拦截这类贩运。但是，有迹象表明可卡因从来源国流向目标国
家的数量有所减少。在秘鲁，有关于可卡因价格下跌以及向国外贩运可卡因困难增加
的报道，这可能导致不久的将来可卡因贩运的全面减少。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可能导致毒品囤积
由于疫情封锁，毒贩在当地市场分销毒品的机会减少，导致毒品在相应供应链上
被囤积。大多数毒品生产国报告的毒品价格下降可能印证了这种发展趋势。一旦解除
限制，增加的库存可能导致毒品供应过剩，从而引起低成本、高纯度毒品的供应量增
加，由此可能增加毒品滥用过量的风险。

有迹象表明疫情封锁正在导致对大麻需求的增加
中东和北非持续大规模缴获大麻制品表明，运往欧洲的大麻树脂没有受到与新冠
肺炎疫情有关限制的影响。有迹象表明，欧洲的封锁措施可能导致对大麻产品的需求
增加，这可能会加剧今后从北非向欧洲的贩毒活动。

大麻的本地性质意味着贩运将不受影响
通常来说，大麻的贩运可能不会像海洛因或可卡因的贩运那样受到疫情防控影响，
因为大麻的生产通常在消费市场附近进行，因此贩运者较少依赖长期、跨区域地运送
大量毒品。

实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可能使毒贩获利
成员国打击毒品贩运的响应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冠肺炎危机的影响。在执
法能力有限的国家，执行防控新冠肺炎蔓延的措施可能会使部分警力从禁毒工作中转
移出来，使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毒品贩运和生产风险降低，并为非法活动提供有利的环
境。此外，有迹象表明，贩毒集团正在调整其战略以便继续开展活动，而且有些集团
已开始利用这一局势，通过提供服务，特别是向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来提高其在人民
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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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消费
毒品短缺可能会对毒品使用者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许多国家报告在零售层面出现毒品短缺，尤其是在欧洲、西南亚和北美洲出现的
海洛因短缺。毒品供应短缺可能会导致总体消费下降（例如，大部分在娱乐场所如酒
吧和俱乐部消费的毒品），但以海洛因短缺为例，也可能导致毒品使用者转向吸食国
内生产的更加有害的物质以及采取更加有害的吸食方式。从替代方面考虑，一些欧洲
国家警告，吸食海洛因的人群可能会转向滥用芬太尼及其衍生物等物质。还有报道称，
诸如苯二氮卓类和丁丙诺啡等药品的使用也有所增加，其价格在某些地区甚至已经翻
了一番。
毒品短缺造成的有害吸食方式包括毒品注射的增加以及共用注射设备和其他毒品
用具，所有这些都有传播血源性疾病的危险，例如艾滋病、丙型肝炎以及新冠肺炎。
在注射毒品和感染新冠肺炎的人群中，毒品过量引起的风险也可能增加。
一些国家报告为毒品使用者提供支持治疗组织的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封锁期
间相关组织提供治疗服务的机会减少，一些国家增加了低门槛服务并且减少了毒品使
用者获得鸦片替代治疗的阻碍，如像英国一样允许药房提供美沙酮。但是，其他国家
报告在维持为毒品使用者提供支持服务方面存在困难。

由新冠肺炎造成的经济困难可能使毒品消费情况变得更糟
从长远来看，由新冠肺炎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有可能导致毒品市场的持久变革。
新冠肺炎危机造成的经济困难可能对那些已经处于社会经济劣势的群体造成更恶劣的
影响。这可能导致更多人为了谋生转而去从事毒品相关的非法活动（生产、运输等）
和/或被招募进入贩毒组织。
基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经验，可以合理地假设经济衰退可能导致成员国与禁毒有
关的预算减少，毒品使用总体增加，廉价毒品比例增大同时使用方式转向注射毒品和
一些因注射频率增加而危害风险增大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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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响
为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毒品市场以及各国控制毒品生产贩运和消费使用能力的潜
在有害影响，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快速和适宜的反应。短期内毒品市场的混乱可能会导
致有害物质的使用增加，并导致贩毒集团为克服障碍而采用新的战略。为克服街头管
制的影响，毒品使用者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使用暗网，邮递毒品可能会变得更加流行。
由新冠肺炎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可能在中期会导致毒品生产贩运和消费使用的一
步增加。这场危机可能对毒品市场产生变革性影响，并可能加剧弱势群体的社会经济
窘况，而这些弱势群体反过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求助于非法活动。的确，越来越多的
人可能通过非法活动来弥补合法收入和失业的损失。正如过去所观察到的那样，一旦
解除疫情防控措施，经济冲击也可能会促使毒品消费增加。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危机
导致可用于禁毒方案和替代发展以及毒品治疗和预防方案的资金减少，那么成员国遏
制毒品生产和减轻由毒品消费造成损害的能力将受到限制。
打击毒品贩运仍然是一项国际重任。对贩运毒品的需求大部分来自毒品生产国以
外的国家，而与毒品有关的收入大部分是在目标国家产生的。因此，打击毒品贩运仍
然是一项共同的责任，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应对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新挑战，
这些挑战正在影响着毒品供应国、过境国和目标国家。
迄今为止收集的证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正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毒品
供应链的生产、贩运和消费。为了评估观察到的毒品市场变化仅仅是暂时的还是将经
历持久的变革，需要密切监测供应链和毒品使用模式及结果。为减小对毒品市场动态
了解的差距还需要进行密切监测，尤其是非洲，因为那里仍然缺乏有关毒品贩运和毒
品消费的信息。
由于恐怖组织常从毒品和其他非法物质的贩运中获得经济利益，因此新冠肺炎疫
情对毒品生产和贩运的影响可能会如何影响恐怖组织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提供信
息以加深对其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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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对全球经济、公共卫生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该病毒目前
已感染350多万人，造成25万人死亡，并导致各国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减少2019年新冠肺
炎的传播[1]。全球大约一半的人口被限制出行，许多边境口岸已经关闭[2]。由于很多国
家选择关闭非必要的商业活动，经济活动急剧下降，失业率迅速上升[3]，进一步减少
了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将下降
13%~32%，而复苏可能要到2021年或2022年才会出现[4]。

本研究简报的局限性
本研究简报的目的是快速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对毒品从生产贩运到消费使用供应
链的影响。研究简报以UNODC在过去几周内通过以下方式收集到的有限资料为基
础：
 35个成员国为响应UNODC呼吁而提供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犯罪和毒品
影响的实时信息报告；
 UNODC外地办事处进行的定性评估；
 UNODC毒品监测平台的数据报告；
 通过媒体收集的报道信息。
虽然UNODC为避免偏差以严谨的方式介绍和分析了现有的资料，但及时性优
先于全面性，分析的资料基础仍然有限，有时甚至是传闻。由于每天都会收到新的
数据，而且情况发展得非常迅速，该简报仍将是一份实时文件，将在UNODC获得
新的资料后定期进行更新。因此，这里提出的分析应视为对新冠肺炎影响毒品市场
的初步评估，其目的是提醒国际社会从短期和长期角度考虑新冠肺炎如何影响毒情。
UNODC将继续通过收集实时信息监测毒品市场。毒品缴获案件经常在UNODC
的毒品监测平台进行收集和分析，该平台从文本挖掘/文本分析（也称为“网络数据
采集”）中获取结果，以更新毒品缴获案件信息。将这些信息与价格和纯度数据以
及来自外地办事处和各国政府提供的定性资料相结合进行分析，这对于总览全球毒
品市场可能发生的迅速变化至关重要。

1

Available at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2

As at March 30, 2020,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reported that 133 countries had imposed mobility restrictions, with
584 land crossings closed and 320 more partially closed (out of a total of 1,075 monitored), and some 76 sea border crossings closed and
80 partially closed. Available at https://migration.iom.int/.

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coronavirus/impacts-andresponses/WCMS_739047/lang--en/index.htm.

4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55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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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贩运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合法贸易来掩饰其活动，并依靠个人向消费者分销毒
品。因此，各国政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措施不可避免地影响毒品市场从生
产贩运到消费使用的各个方面。这种影响可能是暂时的，但也可能导致毒品供应链或
至少其中某些部分会发生持久的剧烈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通过不同机制影响毒品市场。毒品市场过去也曾应对过不同冲
击，如2001年澳大利亚和爱沙尼亚的海洛因短缺，2010-2011年英国、俄罗斯和其他欧
洲国家的海洛因供应不足，以及2001年的阿富汗塔利班禁止鸦片种植，这些均可以从
毒品的市场反应出来。
根据各国政府当局、包括媒体在内的公开资源和UNODC外地办事处网络提供的最
新数据，本研究简报描述了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对毒品市场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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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如何影响毒品市场?
人员流动限制、边境封闭和世界整体贸易的下降可能破坏毒品市场的供应链，并
可能使毒品贩运方式和路线多样化。毒品供应和获取的突然变化反过来会引发毒品消
费行为的变化。
下一节探讨新冠肺炎防疫措施的不同结果对毒品市场三个关键要素的潜在影响：
毒品生产、贩运和毒品消费。这三个步骤都会影响全球、区域和地方各级的毒品市场。
根据当地新冠肺炎防疫措施的表现和毒品市场的区域特征，其影响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1. 人员流动限制
对个人活动异常严格的限制可能使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跨境贩运比以前更加困
难，并限制在零售水平上向毒品使用者出售毒品。
各国政府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而采取了广泛的措施，从禁止过境、允许国内
旅行，到中等和严格的就地庇护令，或完全封锁所有活动，包括中止除紧急情况外的
基本服务。在许多国家，公民私人的跨境流动已经完全停止。
有证据表明，这些措施至少部分破坏了跨境毒品贩运和国内毒品销售。限制措施
的力度决定了破坏的程度。在大多数毒品通过非法或非正式跨境贩运的国家，如果宵
禁没有得到充分执行，其影响可能会比严格执行人员流动限制的国家要小。人员流动
限制非常严格的国家在街头贩卖毒品的情况有所减少，同时街头毒品的纯度下降且价
格上涨（如捷克、意大利[5]、伊朗[6]和英国）。例如，在中东和北非的其他国家[7]，零
售水平上的毒品供应量没有或仅有有限的减少。北马其顿和尼日利亚的报告 [8]显示，
毒贩们采用了新的方式来克服这些限制，并继续向毒品使用者提供毒品。
在主要通过航空带毒人员（随身携带[9]或使用身体运毒）贩运毒品的国家，例如
韩国的甲基苯丙胺，或通过航空贩运大宗毒品的国家，如将可卡因贩运到欧洲的情况，
跨境贩运可能会受到人员流动限制的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几乎所有地方都

5

Ministry of Interior, Italy. See also https://www.facebook.com/drugreporter/videos/745122862689260/.

6

Islamic Republic News Agency. Available at https://www.irna.ir/news/83740144/داد-ھﺸﺪار-ﻣﺨﺪر-ﻣﻮاد-ﮐﻨﻨﺪﮔﺎن-ﻣﺼﺮف-ﺑﮫ-ﭘﻠﯿﺲ.

7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8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9

Includes swallowing, anal and vaginal concea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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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航空运输施加了限制，因此可以预见航空跨境贩运会突然停止或改变为其他贩运方
式。

2. 全球商品贸易的减少
毒品通常与合法产品一起隐藏和运输，例如隐藏在海运集装箱或经改装的货车中。
合法贸易的全面减少可能会影响毒品供应，因为这使毒品贩运集团更加难以确定合适
的贩运路线，并且使执法人员更容易拦截非法货物[10]。
世界贸易组织预计，由于供应链中断和经济衰退，2020年世界商品贸易将急剧下
滑 。与2019年同期相比，中国的出口在2020年1月和2月下降了17.2％[12]。中国的商
品供应减少以及随后实行封锁的欧洲及其他地区国家的需求减少[13]，将造成海上贸易
的明显减少，人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导致进出口总量显著减少[14]。
[11]

全球贸易减少最有可能影响与合法商品和服务一起运输的毒品，以及沿着合法贸
易路线运输的毒品。就特殊运输而言，例如在东南亚用于跨大西洋可卡因贩运的游艇
和其他改装船，或用于贩运合成毒品的渔船，合法贸易的减少则对该类毒品贩运模式
产生相对较小影响。
商品贸易的减少可能会影响主要从阿富汗运往欧洲的海洛因贩运。海洛因经常通
过货车散装陆运运输，并利用合法贸易来掩盖。主要陆运路线涉及许多边境口岸，合
法货物运输的减少可能导致边境执法人员的审查增加。
如果这些变化破坏了既定的贩运路线，毒品贩运集团将迅速作出调整，改变路线，
使用非官方的过境点和改变贩运方式，例如，从陆路商业货物运输改为使用渔船的非
正式海上运输。
早期迹象表明，从阿富汗向欧洲的海洛因贩运可能确实正在向南转移，从陆路转
向海上运输。因此，南部路线（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印度洋–阿拉伯半岛–非洲–欧
洲）可能会以 损失“北部”和“巴尔干”路线为代价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封锁措施对可卡因贩运的影响可能与海洛因不同，因为可卡因主要是通过海上贩
运，而贩运者往往依靠非商业性船只，例如私人船只。这种贩运方式不受商业货物减
少的直接影响，但如果其他选择的可行性降低，则对可卡因贩运的影响可能会增加。

10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11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0_e/pr855_e.htm.

12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vailable at 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074060/coronavirus-chinasexports-and-imports-plummeted-january-and.

13

Sea News. Available at https://seanews.co.uk/features/covid-19-crisis-shipping-trade-recovery-will-be-uneven/.

14

European Commission. Available at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20/april/tradoc_158713.pdf.

12

新冠肺炎与毒品供应链：从生产贩运到消费使用

事实上，哥伦比亚的报告表明，边境管制的加强导致通过陆路运输的可卡因减少，通
过海上运输特别是使用潜水器运送到中美洲和使用集装箱货物运送到欧洲的可卡因却
有所增加。同样，使用轻型飞机向过境国的运输也明显增加[15]。
合法贸易的减少可能不会对在区域内通过非正式的边境口岸或非商业海上路线生
产和贩运的合成毒品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由于欧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易制毒化学
品往往是从东亚进口的，因此易制毒化学品的缺乏可能会对这些区域造成潜在的影响。

3. 不同程度的执法活动和截获毒品的风险
政府施行的封锁措施可能会对贩运毒品的缴获以及对实际和可预估的贩毒风险产
生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如果执法工作转向执行新冠肺炎防疫
措施，这可能会减少毒品被缴获和贩毒者被逮捕的机率。人员流动限制和就地庇护令
本身可能导致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减少（在家工作和减少人员以避免感染），并可能
使国内和国际执法行动更加困难。由于疫情，政府部门执法的优先事项可能会改变，
导致监视和拦截毒品运输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网络的能力可能会降低。
在这种情况下，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可能会为非法活动创造有利的环境，而贩毒集
团可能会试图抓住这个机会来增加其活动并扩大其在毒品市场中的影响，例如，阿富
汗塔利班[16]和墨西哥有组织犯罪集团[17]。
相反，增加管制之类的封锁措施，例如加强街道巡逻和边界管制，可能提高执法
工作的效率，并增加毒品运输被拦截和毒品生产被限制的可能性。例如，来自哥伦比
亚的报告表明，执法活动的增加和可卡因生产所需化学品供应的减少正在限制该国的
可卡因生产能力[18]。
对这份简报进行的快速评估表明，这两种情况都正在出现，一些处于封锁状态的
国家仍在大规模，甚至可能在不断扩大规模地进行毒品缴获，而其他国家则几乎没有
缴获任何毒品。

15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16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s://acleddata.com/2020/04/16/cdt-spotlight-taliban-in- afghanistan/.

17

18

Media report made available to UNODC. Available at https://www.am.com.mx/opinion/-El-crimen-organizado-durante-lapandemia-20200414-0007.html.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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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衰退可能导致毒品贩运和毒品消费的长期增加
新冠肺炎疫情与以往不同。受疫情影响，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远远超
过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19]。新冠肺炎疫情几乎同时通过贸易和金融两种渠
道冲击了世界各地的经济[20]。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时间和强度仍然不确定。各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
重挑战，即遏制疫情大流行，同时还要应对其经济和社会影响。通过遏制政策使疫情
曲线趋于平坦是大多数政策的首要目标，而通过社会经济政策使经济衰退曲线趋于平
坦则是第二个目标[21]。
经济萎缩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最大影响，这些国家中最贫穷的群体受到的
影响也是最大的。根据2008-2009年金融危机的经验，可以合理地假设，经济衰退既可
能导致毒品市场的持久转型，也可能导致全世界范围内毒品经济的潜在恶化。
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
 用于减少毒品需求和供应措施的禁毒预算减少。
 人口经济机会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可能会增加对诸如毒品贩运等非法活动的参与。
 各国预期的经济预算困难和合法就业机会的减少助长了腐败的增加。
 由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物质使用增加且有害药物使用加剧。除非能够为这

类群体提供充分的治疗，否则患有药物使用障碍的人可能会更多地参与犯罪活
动以支付毒品费用。
 毒品生产和毒品贩运的增加可能会影响恐怖组织，因为这些组织从协助毒品和
其他非法物资的贩运中获得经济利益。报告表明 [22]，一些非国家行为体已经在
尝试抓住机会，通过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来增强其合法性。

1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pter 1: The Great Lockdown (2020).

20

World Bank, Part I. COVID-19: Impact and Response (2020).

21

Ibid.

22

Afghanistan: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s://acleddata.com/2020/04/16/cdt-spotlight-taliban- inafghanistan/; Italy: available at https://edition.cnn.com/2020/04/19/europe/italy-mafia-exploiting-coronavirus-crisis-aid- intl/index.html;
Mexico: available at https://www.am.com.mx/opinion/-El-crimen-organizado-durante-la-pandemia-20200414- 0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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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对毒品生产的潜在影响
毒品市场的特点是毒品产品的多变性，这种多变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物质之间的动
态组合。在全球范围内，4个最大的毒品市场分别是大麻类、可卡因、阿片类（主要是
海洛因）和合成毒品，每类毒品的地理分布都不同。海洛因和可卡因的生产集中在少
数几个国家，而合成毒品和大麻类毒品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有生产[23]。
鉴于不同毒品生产方式（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在许多国家发生）和投入（劳动力和
易制毒化学品）方面的特殊性，限制新冠肺炎传播的措施可能会对毒品生产产生不同
的影响。这些措施可以直接影响毒品生产，例如减少可用于收割的劳动力；或者间接
影响毒品生产，例如打断了从合法市场来源的易制毒化学品的供应链。在毒品生产源
头的销售也同样会受到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如果人员流动限制，购买者则无法到达
毒品种植或生产的偏远地区，那么毒品的整体供应将受到影响。

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有可能在短期内中断来源国的毒品供应
阿片类
在所有非法阿片类产品（鸦片，吗啡，海洛因）中，95％以上仅来自三个国家：
阿富汗（82％）、墨西哥（8％）和缅甸（7％）[24]。 在这三个国家中，非法罂粟都在
田间种植，但收割鸦片是一项劳动密集型活动。罂粟在田间成熟后，通常需要外部劳
动力在10到14天的时间内反复“割开”它们，此操作可能需要大量劳动力[25]。一旦收
集到鸦片，其有效成分吗啡将被提取出来，并与受国际管制的化学品如醋酸酐反应而
转化为海洛因。
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以多种方式阻碍鸦片生产和海洛因合成：如果强制实施人员
流动限制，则收集鸦片的工人会减少，将收割的鸦片转移到海洛因实验室也会变得更
加困难。由于贸易减少和更加严格的边境管制，这些实验室可能面临生产海洛因所需
的进口化学品短缺问题。此外，潜在的购买者可能无法到达阿片类毒品的销售地点。

23

Percentages relate to the 2018 global production of opium: UNODC, World Drug Report 2019: Global Overview of Drug Demand and
Supply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9.XI.8 (Booklet 2)), pp. 45-46.

24

UNODC, World Drug Report 2019, estimated shares of oven-dry opium production of global total.

25

For example, in 2018, Afghan farmers employed the equivalent of roughly 190,700 full-time workers to help them weed and harvest
opium poppy; see UNODC/MCN, 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Report 2018, Challeng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ace and Security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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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阿富汗分别于2020年2月底和2020年3月底对个人通过边境口岸前往伊朗和巴基斯
坦实施了管制，并在2020年3月底对该国境内的人员自由流动施加了限制，但过境点对
货物和商业运输开放。
2020年的鸦片收割发生在3月底至6月底之间。在撰写本文时，所有种植罂粟的省
份都确认了新冠肺炎的病例，并且许多城市都实行了人员流动限制 [26]。目前新冠肺炎
防疫措施对鸦片收割影响的程度尚不清楚。收割依靠大量季节性工人，他们经常从该
国其他地区或从巴基斯坦等邻国迁徙过来[27]。
在该国的西部和南部各省已经发现了罂粟收割人员的短缺，这主要是由于关闭了
与巴基斯坦的官方过境点。但是，罂粟种植家庭中的妇女和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业的
人们似乎正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参与罂粟收割的劳动力中。与往年相比，2020年罂粟收
割工人的酬劳似乎也有所增加，从所有受雇人员收入的约六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
这表明可能有收割人员短缺和/或罂粟产量增高[28]。
海洛因生产也可能受到影响。海洛因生产中最重要的化学物质醋酸酐不是在阿富
汗制造的，也不能通过合法渠道获得。醋酸酐只能通过从合法市场流失到非法渠道，
然后通过陆路贩运到阿富汗。当地贩运者保留着一些醋酸酐库存 [29]，短期内醋酸酐的
短缺可能会得到克服，但是一旦这些供应耗尽，该国境内的海洛因生产可能会放缓。
醋酸酐短缺不一定是由于阿富汗境内和周边地区的边境关闭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从
中国和欧盟等合法市场获得该物质的机会减少[30]。
阿富汗最近的醋酸酐价格趋势目前并没有明确显示醋酸酐市场可能存在供应中断
或其他变化：一组价格显示上涨，因此可能出现短缺，但另一组价格显示下跌，提示
可能没有供应短缺。
最后，毒品供应受影响的结果将取决于非国家行为体和地方权力掮客如塔利班等
的反应。媒体报道表明[31]，塔利班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

26

Available at https://tolonews.com/index.php/health/covid-govt-limits-residents-movement-herat.

27

The harvest requires a considerable work force. For example, in 2018, Afghan farmers employed the equivalent of roughly 190,700 fulltime workers to help them weed and harvest opium poppy.

28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29

UNODC, “Voices of the Quchaqbar” – Understanding Opiate Trafficking in Afghanist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ug Traffickers,
forthcoming.

30

China and European countries are named as points of origin of acetic anhydride seized in Pakistan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vailable at https://www.incb.org/incb/en/precursors/technical_reports/precursors-technical-reports.html.

31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he_americas/coronavirus-taliban-ms-13-drug-cartelsgangs/2020/04/13/83aa07ac-79c2-11ea-a311-adb1344719a9_s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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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移民实施隔离措施，并分销手套、口罩和有关如何避免病毒传播的资料。据报道，
塔利班正在通过取消公开聚会和婚礼并要求人们在家里而不是在清真寺祈祷来强调保
持社交距离[32]。非国家行为体是否执行以及如何执行可能影响到2020年鸦片收割和海
洛因生产的疫情防控措施还有待观察。
UNODC通过经常更新鸦片和醋酸酐的价格（每月）、阿富汗与邻国的缴获量及执
法活动来密切监测阿富汗的毒情变化，UNODC还对农民进行了2020年鸦片收割调查。
图1：2016年1月-2020年3月两种不同品质醋酸酐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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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阿富汗内政部毒品价格监测系统。 没有关于醋酸酐质量的进一步信息。以往数据表明，醋酸酐价格会
对毒品市场波动做出反应，例如2017年创纪录收成造成的波动。.

缅甸
在缅甸生产的阿片类毒品主要供应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国家。 缅甸2020年的
鸦片收割主要在年初进行，因此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然而，该区域的报告表明[33]，鸦片种植者和贩运者发现很难将其产品出售给国外
的买家。由于中国是第一个受到该病毒影响并采取相关防疫限制的国家，其周边国家
相对较早地就受到了疫情情况的影响，因此疫情对毒品市场的影响可能已经显现。该
区域的报告显示，2020年3月缅甸当地的鸦片价格急剧下跌，这可能表明买家需求减少。
但是，当地毒品市场的其他动态也可能导致了毒品价格的下降：在撰写本文时，湄公
河国家之间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国际禁毒行动，这可能会影响当地毒品市场 [34]。缅甸境
内存在大规模非法制造甲基苯丙胺活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与大量执法行动的结
合也可能影响合成毒品市场。

32

Al Jazeera. Available a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04/taliban-launches-campaign-afghanistan-fight-coronavirus200406055113086.html.

33

UNODC field office.

34

Office of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Defence Services, Myanmar. Available at http://www.cincds.gov.mm/node/6847 Authorities
reported seizing more than 143 million methamphetamine tablets, 286 kilograms of heroin, 291 kg of morphine, 16 kg of op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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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新冠肺炎疫情对阿片类毒品和合成毒品市场的影响将取决于防控措施的强
度及其持续时间。制造海洛因和合成毒品所需的易制毒化学品的供应似乎并未受到影
响，因为这些物质大多来自该区域内并通过非官方边界点贩运[35]。
总体而言，新冠肺炎防疫措施似乎并未直接影响缅甸的毒品生产，但向外国买家
出售毒品的机会可能会受到限制。
墨西哥
在墨西哥，鸦片全年生产并没有专门的生长季节。与阿富汗发生的情况相反，墨
西哥鸦片的收割是随着时间而进行的，一年中没有一个固定时期需要大量劳动力。因
此，新冠肺炎防疫措施对当前鸦片生产的直接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是这种情况仍然
需要严密监控，因为人员流动限制和警方行动变化可能会破坏以种植农场为起点的鸦
片交易链条。
墨西哥的海洛因生产也不会因贸易减少而受到严重影响，因为主要的前体醋酸酐
可以在该国生产。然而，由于墨西哥海洛因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美墨边界受新冠肺
炎疫情限制的影响，因此墨西哥海洛因的贩运可能仍会中断[36]。合成毒品的非法生产
（主要是甲基苯丙胺和芬太尼及其类似物）也可能由于毒品前体的进口短缺而中断。
事实上，媒体已经报道了源自中国的芬太尼前体供应短缺[37]。

可卡因
古柯叶产于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三个国家在2020年3月-4月都采用了人
员流动限制措施，以遏制新冠肺炎的传播，但由于古柯树是多年生植物，每年都在生
长和收获，因此这些限制对古柯叶年度收获的总体影响可能是有限的。
但是，考虑到根除行动减弱和易制毒化学品短缺，可卡因生产可能会受到更大的
影响。尽管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的根除行动正按计划进行[38]，但为应对疫情，秘鲁于
2020年3月15日暂停了根除行动[39]。

bricks, 135 kg of raw opium, 1.6 kg of solid opium poppy, and 441 kg of crystalline methamphetamine over the period 28
February to 15 March 2020.
35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36

Vice.com. Available at https://www.vice.com/en_ca/article/bvgazz/sinaloa-cartel-drug-traffickers-explain-why-coronavirus-is- verybad-for-their-business.

37

Ibid.

38

El País. Available at https://elpais.com/internacional/2020-04-23/la-erradicacion-forzosa-de-plantios-de-coca-en-colombia-una- chispaen-medio-de-la-pandemia.html.

18

新冠肺炎与毒品供应链：从生产贩运到消费使用

在玻利维亚，2019年10月-11月的社会政治冲突已经影响了古柯叶市场和可卡因生产，
因为根除行动工作组的过早撤离导致古柯叶根除成果与上一年相比有所减少[40]。此外，
由于新当局与古柯生产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19年11月之后先前采用的“社会控制”
方法不再适用。通过与古柯种植组织协调，玻利维亚政府继续负责管理古柯生产者的
数量和种植面积的调整，以及实施合理化的根除措施。
在哥伦比亚[41]，加强执法和封闭边界可能会降低可卡因的生产能力。据报道，古
柯生产者，特别是哥伦比亚东部的古柯生产者正遭受汽油短缺的困扰，因汽油是可卡
因生产所必需的化学物质，但以前都是从委内瑞拉走私过来的。警察管制措施的增加
似乎严重影响了运往国外的可卡因供应链，这可能导致可卡因滞留在哥伦比亚的生产
者手中。
在秘鲁，国家毒品管制局DEVIDA报告称[42]，从2020年1月至4月，古柯叶价格下
跌了46％。媒体还报道说[43]，自实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以来，可卡因价格急剧下
降。这是因为部分毒贩运输毒品有困难，因而减少了对可卡因的需求。古柯叶和可卡
因价格降低可能在短期内会阻止农民增加古柯树的种植面积，但从长远来看，越来越
多的贫困农村人口可能会选择非法古柯种植作为挽回新冠肺炎防控措施所造成经济损
失的一种替代手段。

合成毒品
合成毒品的生产在地域上没有海洛因和可卡因生产集中，它们在世界上每个地区
都有生产，但是大规模的生产则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通常，贩运者能够以相对较低
的成本生产大量的合成毒品，并能在区域内和跨区域大量运输。在没有地理条件限制
（例如需要合适的土地和有利于毒品种植的气候）的情况下，地下加工厂通常可以在
任何地方建立，并且在物流和劳动力需求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可能对受国际管制的易制毒化学品供应产生最大影响[44]。
如果国内生产设施和易制毒化学品供应充足，那么合成毒品的供应可能只会在严格限

39

CORAH project, Ministry of Interior, Peru.

40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41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42

DEVIDA, Reporte N.1 – April 2020, Monitoreo de precios de hoja de coca y derivados cocainicos en zonas estratégicas de intervención.

43

Media sources made available to UNODC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Peru. Available at https://peru21.pe/peru/el-precio-de- ladroga-en-peru-se-desploma-por-efecto-del-coronavirus-noticia/ and https://larepublica.pe/sociedad/2020/04/03/coronavirus-productoresde-hoja-de-coca-en-puno-reportan-desplome-de-su- precio-lrsd/.

44

UNODC, “An expanding synthetic drugs market – Implications for precursor control”, Global SMART Update, vol. 23 (March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scientific/Global_SMART_23_web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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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员流动的地区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依靠进口的易制毒化学品，合成毒品的生产
则可能会减少。
根据生产中断的时间长短，市场可能会进一步碎片化。例如，在东南亚目前只有
少数几个国家存在大规模生产合成毒品。 如果继续采取封锁措施，为了进一步将毒品
生产供应从区域级水平分散到国家级或地方级水平，毒品生产基地可能会搬迁或新建。
在国家级别，俄罗斯是一个合成毒品生产可能没有受到疫情防控措施重大影响的
例子。在俄罗斯，甲氧麻黄酮和其他流行的合成毒品都是在国内生产的，合成毒品所
需的易制毒化学品国内现在也可以供应，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进口[45]。
墨西哥的合成毒品市场（主要是甲基苯丙胺）已经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一
些媒体认为，墨西哥甲基苯丙胺的价格在2020年1月至3月之间涨了一倍以上[46]，甚至
更有媒体认为该国最近几个月甲基苯丙胺的价格上涨了六倍[47,48] ，引起这些变化的主
要原因是由于从东亚进口的易制毒化学品处于停滞状态[49]。
欧盟合成毒品生产（苯丙胺，MDMA和甲基苯丙胺）所需的易制毒化学品主要依
赖从东亚进口[50]，但还有部分来源于欧洲境内的贩运[51]。在捷克，关闭边界导致生产
甲基苯丙胺所需的易制毒化学品供应减少，由此可预估毒品市场上甲基苯丙胺的供应
也将不足。
由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生产毒品所需的易制毒化学品主要从东南亚进口，但因为疫
情原因导致两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减少，因此黎巴嫩和叙利亚的“captagon（苯丙胺乙茶
碱的商品名）”生产可能会受到影响[52]。所此，阿拉伯半岛各国（阿联酋、阿曼）执
法机构均估计贩卖“captagon”的情况也因此会减少。

45

CARICC. Available at https://caricc.org/index.php/en/.

46

Alejandro Hope (security analyst and former Mexican intelligence officer), “Narcos are suffering from the Covid-19 lockdown too
– organised crime dealt big blow by disrupted supply chains and blocked sales channels”, Financial Times, 20 April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om/content/42341ce6-82e5-11ea-b555-37a289098206.

47

Prices for 1 pound of methamphetamine allegedly increased in Mexico from 2,500 pesos to 15,000 pesos according to the Mexican
weekly Riodoce, reported by Sandra Weiss, “How the coronavirus lockdown is hitting Mexico’s drug cartels”, Deutsche Welle (DW),
4 April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dw.com/en/how-the-coronavirus-lockdown-is-hitting-mexicos-drug- cartels/a-53001784).

48

Keegan Hamilton, “Sinaloa Cartel Drug Traffickers Explain Why Coronavirus Is Very Bad for Their Business”, Vice News, 23 March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bvgazz/sinaloa-cartel-drug-traffickers-explain-why-coronavirus-is-very- bad-fortheir-business.

49

Vice.com. Available at 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bvgazz/sinaloa-cartel-drug-traffickers-explain-why-coronavirus-is- verybad-for-their-business.

50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INCB), Precursors 2019, United Nations, Vienna 2020.

51

European Monitoring Centre for Drugs (EMCDDA) and Drug Addiction and Europol, EU Drug Markets Report 2019,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uxembourg, 2019).

52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20

新冠肺炎与毒品供应链：从生产贩运到消费使用

大麻类
大麻类毒品通常在当地生产，并通过非常短的国内供应链进行分销。目前并没有
迹象表明这些供应链已经受到新冠肺炎防疫措施的破坏。有迹象表明，欧洲的封锁措
施可能导致对大麻类毒品的需求增加[53]，这反过来可能导致从北非到欧洲的毒品贩运
活动加剧。

经济衰退将迫使弱势家庭在经济上更加依赖鸦片和古柯叶生产
UNODC每年要对受非法作物种植影响国家的社区负责人和住户进行社会经济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缺乏基础设施和服务是种植非法作物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收入不平等、
食品不安全、社会治理薄弱和不安全等则既是种植非法作物的原因，也是种植非法作
物后所产生的后果。多年来，种植非法作物的家庭比没有种植非法作物的家庭表现出
更高程度的多维贫困。
经济增长的严重萎缩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动荡预计将对全世界种植非法作物的
家庭数量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一旦重新开放边界，如果非法作物种植能够为受影响的
农民提供经济复苏和安全进入市场的机会（其他农作物无法轻易提供），则他们就可
能更倾向于参与非法种植经济。

在拉丁美洲，由于家庭脆弱性增加，预计非法作物种植将长期增加
预计拉丁美洲将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萎缩幅度为5.3％，堪比
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减少了5.0％）[54]。 作为全球第三大罂粟生产国的墨西哥，因预
计其主要商业伙伴美国的经济将萎缩，可预期墨西哥的经济萎缩更严重，将超过区域
和全球平均水平（6.5％）。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是安第斯山脉国家，全球古柯
产 量 几 乎 全 部 来 自 这 些 国 家 ， 预 计 这 三 个 国 家 的 经 济 将 分 别 萎 缩 2.6% 、 4.0% 和
3.0%[55,56]。由于拉丁美洲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57]，保守估计该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的人口百分比预计将增加4个百分点（从30％增至34％），而极端贫困人口将增加2
个百分点（从11％至13％）。

53

See section on consumption.

54

ECLAC. 2020,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COVID-19 with a View to Reactivation”, Special Report 2.

55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El Impacto del COVID-19 en las Economías de la Región. América Central” (2020).

56

ECLAC. 2020,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COVID-19 with a View to Reactivation”, Special Report 2.

57

ECLAC. 2020,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s”, Special Report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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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哥伦比亚古柯种植户与非古柯种植户之间的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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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ODC使用来自12个部门的6000户家庭数据进行计算，这些数据是为2017年替代发展项目“以土地所
有权替代非法作物”（Formalizar para Sustituir）基线收集的，基线数据反映了项目开始前的情况。
注：发展差距是指种植非法作物的家庭（红线）与未种植非法作物的家庭（蓝线）之间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SDG）指标之差。 线与图表的外部边界越近，相对于SDG指标而言，家庭状况越好。

新冠肺炎疫情将影响现有工作数量（失业增加和就业不足）和工作质量（工资降
低和社会保障减少），特别是在最弱势的群体如非正式部门的工人中[58]。 在墨西哥，
预计将失去5％至14％的正式工作；在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一数字预计将在
3％至14％之间。在拉丁美洲，农业和渔业部门的大多数劳动力都是非正式的（84％），
尽管没有确切的预估数字，但非正式工作的失业人数将会比正式工作的失业人数还要
多[59]。
如果没有其他创收办法，那么严重的经济萎缩和随后的失业预计将导致越来越多
的弱势家庭诉诸如种植非法作物等负面应对机制。在秘鲁，古柯叶的价格从2020年1月
至4月下跌了46％，说明古柯的种植发生了突然中断，但随着可卡因的消费价格上涨和
毒贩的适应措施，这种中断很可能是短期的。例如，在美国-墨西哥边境，毒品贩运组
织正在通过越境隧道运送更多的毒品，越来越多被发现的无人机和超轻型飞机表明毒
贩可能正在增加空运方式[60]。相反，在玻利维亚，2019年底的政治动荡和2020年初的

58

Ibid.

59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Cómo Impactará la COVID-19 al Empleo? Posibles Escenarios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20.

60

Noticias Financieras (English), “From Peruvian cocaleros to retailers in Paris, coronavirus tops the drug trade” 24 Apri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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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促使政府放松对每个农民家庭只能种植一卡托（相当于1600平方
米）面积古柯树的社会强制措施的执行，从而导致古柯种植增加[61]。
近年来墨西哥的罂粟种植量在减少，除了因为美国芬太尼滥用增多而导致的鸦片
价格急剧下降之外，还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为弥补收入的减少而采取更多的敲诈和绑架
活动有关。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报道称犯罪集团通过在他们势力范围内分销物资
和使用“社会行动”来获得当地人民的好感。日益增加的失业人数、逐渐降低的收入
和更高的非法种植作物价格（比如可卡因和海洛因）预计会吸引更多人加入毒品犯罪
集团[63,64]。

在阿富汗，食物价格的升高和无力的应对机制可能会引发非法作物的种植
在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生产地阿富汗，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限制了人们的活动，也因
为物流和贸易的限制而影响了基本消费品的运输。关键食品比如小麦、小麦粉和烹饪
用油的价格在2020年3月到4月之间提高了20％。更糟糕的是，阿富汗正遭受着小麦赤
字的危机，而这一危机的解决主要通过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小麦来弥补，但是哈萨克斯
坦为了减小疫情对本国的经济影响而采取了出口限制的举措，这一措施将会导致阿富
汗国内粮食价格进一步大幅升高[65]。粮食价格的升高最容易影响弱势群体以及那些已
经在依靠人道主义救助的贫民。超过80％民众的生活水平均低于国际适用贫困线（每
天1.90美元）[66]。
新冠肺炎疫情紧随一连串反常的气候年份之后，包括2018年大范围旱灾和2019年
高季节性洪涝，这些反常气候都导致了严重的饥荒、营养不良和家庭债务的不断上升。
近年来这些气候变化导致的冲击使阿富汗处于饥荒的边缘，并使该国更容易受到其他
冲击的影响，例如目前的疫情危机[67]。

61

As stated by the UNODC’s field office of Bolivia.

62

Network of Research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9. “No More Opium for the Masses. From the US Fentanyl Boom to the
Mexican Opium Crisis: Opportunities Amidst Violence?”.

63

BBC, 22 April 2020, “COVID-19 Security: Mexico cartels 'fill void' left by government in pandemic”.

64

The New York Post, 28 March 2020, “Coronavirus pandemic drives up price of heroin, meth and fentanyl”.

65

OCHA, “Afghanistan. Brief: COVID-19. Number 36” 16 April 2020.

66

United Nations, “COVID-19 Multi-Sector Humanitarian Country Plan. Afghanistan”, 24 March 2020.

67

Food Security Information Network, “Global Report on Food Crises. Joint Analysis for Better Decision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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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2019年11月-2020年3月 阿富汗各省份粮食危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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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粮食安全信息网，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联合分析以做出更好的决策（2020）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市场混乱以及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似乎已经对阿富汗劳动力市
场和购买力产生了消极影响。四分之一的劳动力现在处于失业状态并且在就业群体中
有80%也是不稳定的，主要包括自主创业、日结工和以实物代替工资的工作 [68] 。在
2020年3月到4月之间，自由劳动力和牧民由于政府的封锁措施而没有办法去工作，他
们的购买力也因此分别下降了20％和14％[69]。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及防控措施引发的经济危机，全球汇款预计将大幅下降约20％
，这一情况对乡村生计、食物以及营养的保障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71]，特别是在一
些严重依赖汇款的国家如阿富汗。
[70]

从经济发展被中断的程度来看，生计的丧失可能会压垮目前不稳定的应对机制。
本已脆弱的生计受到进一步破坏可能会引起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从而引发社会震荡[72]。
所有这些事件的发展都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合法的经济发展机会而迫使乡村人口更倾向
于加入鸦片的种植、交易和海洛因的生产过程中。

68

United Nations, Multi-Sector Humanitarian Country Plan - Afghanistan (24 March 2020).

69

OCHA, “Afghanistan. Brief: COVID-19. Number 36” 16 April 2020.

70

World Bank, “World Bank Predicts Sharpest Decline in Remittances in Recent History” (April 22, 2020).

71

FAO,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0).

72

FAO, “Addressing the impacts of COVID-19 in food crise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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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控措施对跨境毒品贩运的潜在影响
有组织犯罪集团能灵活适应市场的变化。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该类型团体有迅
速调整其运作方式或转换市场来应对冲击或新机会的能力。比如在经历2010年阿富汗
罂粟枯萎病和同时期的政治局势变化后，大麻在阿富汗国内的生产量不断增长，从阿
富汗到欧洲的大麻产品贩运量也相应增加[73,74]。在秘鲁的一些地区，过去因金价上涨
而导致非法采矿的行为增多，同时期古柯的种植量则相应缩小[75]。有报道称，在巴尔
干半岛的一些国家，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快速适应新环境，从参与毒品交易转移到与
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犯罪形式中，比如网络犯罪和贩卖假药[76]。
可以预期的是这些犯罪集团也会调整他们的毒品贩运策略来克服一些为阻止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而采取的防控措施。以下策略可能会因为疫情期间施加限制措施的严格
程度而有所不同：




把运输模式和交易路径改至低风险模式（仍然是开放的），或者开发边境管控
中的薄弱点；
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他贩运模式，比如暗网和邮递毒品等；
如果毒品不能被转移或者售卖，可以先囤积毒品并等待限制被撤销，这种情况
下一旦应对新冠肺炎的管控措施被暂停，市场将会供过于求。

对毒品贩运的影响可能很大程度上与新冠肺炎疫情前所采用的毒品运
输模式有关
毒品贩运方式因毒品种类及地理范围不同而差异显著。UNODC毒品监测平台记录
的数据显示，可卡因类毒品主要在海上（海上运输）被缴获，而鸦片类毒品主要在车
辆（陆路运输）里面被缴获。合成毒品则经常通过航空渠道进行贩运，某些国家的部
分毒品供应几乎完全通过航空运输。
因此，那些主要或至少大部分毒品是由航空旅客贩运（使用人体藏毒或藏在个人
行李中）的国家对毒品贩运影响最大。鉴于各国对空中交通施加的几乎普遍限制，这
些国家的毒品供应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完全中断，直到毒贩适应并改变其贩运方式。
这一情况可能会影响贩运至东南亚如韩国或日本以及大洋洲如澳大利亚的合成毒品贩
运 [77]。

7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and Afghanistan Announce $25.7 Million in Good Performers Initiative Awards for Provincial
Counternarcotics Achievements”, November 2010. Available at (https://2009-2017.state.gov/r/pa/prs/ps/2010/11/150762.htm).

74

UNODC, World Drug Report 201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2.XI.1).

75

UNODC/DEVIDA Peru, 2018 PerúMonitoreo de Cultivos de Coca 2017, December 2018.

76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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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2017-2019年韩国贩运甲基苯丙胺的运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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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韩国海关。

在一些国家，毒品贩运方式中断可能会导致空中贩运被邮递方式所取代。在欧洲，
一些可卡因还在通过航空进行贩运[78]，但对民用航空的严格限制很可能导致毒贩最终
转向其他贩运方式。比利时当局表示，空中交通的减少可能已经导致可卡因贩运方式
的改变，并且他们已发现从南美洲直接到欧洲的海运毒品数量有所增加[79]。总的来说，
疫情防控措施对从拉丁美洲港口出发或过境而到达欧洲目的港口的可卡因贩运影响可
能是有限的。事实上，最近在欧洲港口缴获的大量可卡因可以证实，大量可卡因的贩
运行为仍在继续。
海洛因的跨境贩运主要依靠使用商业和私人车辆的公路运输，将其从主要来源地
阿富汗运输至欧洲的主要目的市场。南部路线是一个例外，它通过从伊朗南部和巴基
斯坦经印度洋进行海上贩运。因此，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防控措施对海洛因
贩运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执法力度和贩运路线的可持续性。

77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78

EMCDDA. Available at http://www.emcdda.europa.eu/cocaine-trafficking-europe_en.

79

New York Post, April 04, 2020. Available at https://nypost.com/2020/04/30/europe-flooded-with-cocaine-despite-coronavirus- tradedisru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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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按缴获毒品类别（以每次缴获毒品中所占重量百分比计）统计的毒品运输方式

2017年1月-2020年4月，UNODC毒品监测平台

阿片类

可卡因类

大麻类

苯丙胺类

车辆/陆运

海运

航空

邮递

资料来源：UNODC毒品监测平台。

贩毒集团是否正在适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据记载，毒品贩运者的一般做法是选择成本和风险最低但利润最高的贩运路线和
方式[80]。被拦截的风险（或者预感到的风险）变化和交通的可行性可能会促使毒贩改
变策略并调整贩运路线和方式。
这一行为在以前就已经有所记载。比如在2015年，通过“巴尔干路线”（阿富汗伊朗-土耳其-欧洲）贩运海洛因转变为经高加索的路线，这一改变被认为是毒贩对土
耳其为应对大量移民前往欧盟国家而加强管制措施而作出的可能反应 [81]。在21世纪后
期，贩运路线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从拉丁美洲经西非贩运可卡因到欧洲，主要是由对
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管理薄弱和廉价航班增加而导致这一新路线的出现[82]。根据过去
的经验，现在的毒品贩运者可能正在将毒品运输转移到他们认为风险较小的路线，通
过探索其他途径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设置的管控限制。
尽管目前可获得的数据有限，但成员国和UNODC外地办事处的报告仍表明，新冠
肺炎疫情已经对成员国的毒品贩运和毒品缴获情况产生了影响。一些国家报告毒品缴
获量大幅增加，这可能（至少部分原因）是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管制措施加强有

80

UNODC, World Drug Report, various editions.

81

UNODC, World Drug Report 2017, Booklet 3, pp. 16; UNODC, Global AOTP Update vol. 2 (August 2019).

82

Costa Storti, Cláudia, and Paul De Grauwe, “The cocaine and heroin markets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and drug reduction polic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 20 (6) (2009), pp. 488–96; UNODC, “Cocaine Trafficking in West Africa – The threat to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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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其他国家报告在毒品拦截方面较为稳定甚至有所减少，表明供应减少或执法部门
缴获毒品的能力下降。还有一些国家，如尼日尔，则报告当地毒品贩运已停止[83]。

阿片类
伊朗一直占全球阿片类毒品缴获数量的大多数，因此在了解海洛因贩运方面起着
关键作用。该国的媒体和执法报告显示，2020年初缴获的阿片数量有所增加，4月底缴
获的鸦片和海洛因分别超过27吨和1.2吨[84]，这是由于该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加强
了管控的结果[85]。
亚洲中部是“北部路线”（阿片类物质从阿富汗贩运至俄罗斯）的中心，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导致边境管制加强，亚洲中部也可能成为毒品贩运风险更大的地区。
UNODC毒品监测平台和中亚区域打击非法贩运毒品信息和协调中心(CARICC)[86]观察
到，尽管伊朗和阿塞拜疆之间的边界早已关闭，但直到2020年3月仍然在该地区缴获了
大量的阿片类物质。CARICC的报告指出，对贩毒集团来说沿北部路线贩运海洛因可
能变得更具挑战性。
哈萨克斯坦报告称，2020年前三个月缴获的毒品数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有显著下
降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影响直到2020年3月才开始生效，这一降低可能是
其他因素导致的结果。因为中亚和外高加索的局势一直不稳定，毒品贩运路线似乎一
直在迅速变化。
[87]

最近在印度洋缴获的海洛因数量有所增加，这可能表明毒贩们可能会更多地利用
海运方式，通过南部路线（阿富汗-印度洋-非洲-欧洲）将海洛因运往欧洲[88]。这一新
情况可能与陆上路线，即巴尔干路线和北部路线的贩运活动同时减少有关。这一转变
如果得到证实，将表明毒品贩运组织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管控措施而作出了战略调整，
但其他因素也可能在这一变化中发挥作用。印度洋缴获毒品案件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
合法运输的减少使得更容易查明可疑运输[89]。不过，这种海运方式的增长也可能是一
种季节性现象，因为斯里兰卡在2019年初左右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

83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84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ran Drug Control Headquarters. Available at
http://www.dchq.i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61160:099012701&catid=90&Itemid=5512.
85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vailable at https://www.irna.ir/news/83740144/داد-ھﺸﺪار-ﻣﺨﺪر-ﻣﻮاد-ﮐﻨﻨﺪﮔﺎن-ﻣﺼﺮف-ﺑﮫ-ﭘﻠﯿﺲ
داد-ھﺸﺪار.

86

CARICC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211.

87

Committee on Legal Statistics and Special Accounts, General Prosecutor’s Office, Kazakhstan,
https://qamqor.gov.kz/portal/page/portal/POPageGroup/Services/Pravstat.

88

UNODC field office reports.

89

Ibid.

28

-ﻣﺨﺪر-ﻣﻮاد-

新冠肺炎与毒品供应链：从生产贩运到消费使用

图 6 ： 2018-2020年间斯里兰卡的阿片缴获量 （单位：千克，三个月的移动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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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NODC毒品监测平台。

巴尔干半岛的国家通过陆路将毒品转运到欧盟，这些国家的边境目前对私人旅行
关闭，但对阿尔巴尼亚、科索沃[90]、北马其顿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等国的货物商业运
输仍然开放。这些国家/领土的管制和边界检查明显增加，载客车辆显然不能再用于贩
毒，但商业贸易和非官方边界过境（绿色边界）仍然是一种选择。在美洲，大部分的
海洛因贩运都是在该地区内部进行的。据媒体报道 [91]，从墨西哥到美国的所有毒品走
私贩运变得更具挑战性并且供应链被中断。该报告还指出，毒品和现金在边境线囤积，
洗钱和通过暗网进行的网上销售有所减少。
总而言之，有迹象表明，陆路贩运海洛因的风险越来越大，并可能减缓海洛因向
终端消费者市场的供应。南部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上贩运，且过境国的执法能
力要弱于陆路沿线国家，因此贩运路线可能正在向南部路线转移。
未来几个月将至关重要，它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事态发展是正在形成并加速变
成一种长期的趋势还是将仅局限于疫情期间。

90

All references to Kosovo should be understood to be in compliance with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244 (1999).

91

Los Angeles Times. Available at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04-20/cartels-are-scrambling-virus-snarlsglobal-drug-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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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卡因
近期可卡因的缴获数据显示，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所有主要毒品市场均有大量可
卡因被陆续缴获。这些可卡因缴获案件（大部分）记录了大规模的跨境贩运活动，表
明国际上可能在持续贩运可卡因。根据媒体消息[92]，比利时海关当局怀疑毒品贩运者
正在依靠检查次数少的贩运方式并更致力于通过跨大西洋海运把毒品直接转运到欧洲
[93]
。
在哥伦比亚，由于该国边境管制的加强似乎已经使通过陆路贩运可卡因的活动有
所减少，并使海上贩运特别是将可卡因通过潜水器贩运到中美洲和使用集装箱贩运到
欧洲的活动有所增加。类似地，轻型飞机的使用也有明显的增加[94]。
有迹象表明，可卡因生产国以外的地区出现了可卡因短缺的现象。来自美国的报
告显示街头可卡因出现短缺[95]，来自巴西的报告显示由于缺乏从哥伦比亚或秘鲁贩运
而来的毒品，可卡因批发价格急剧上升[96]。这与上文中所描述的信息一致：来自秘鲁
的报告指出毒贩将可卡因转移出秘鲁的可能性有所减少。
在媒体报道中，巴西当局[97]解释可卡因的短缺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以及
欧洲需求下降而造成的毒品供应减少。在欧洲，严格的封锁措施可能会使可卡因消费
大幅下降，因为可卡因主要是在酒吧和俱乐部等娱乐场所消费，而当前大多数欧洲国
家的这些场所都是不开放的。这个原因，再加上从进货到终端消费者的分销途径有限，
一起导致了可卡因需求的下降。
可以设想的是，这种供应链的中断可能导致贩毒集团在靠近来源国的地方囤积毒
品。一旦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实行的限制被解除，毒品市场上将充斥着低成本、高
质量的可卡因，这可能导致毒品使用者滥用和相关危害的增加。

92

Brussels Times. Available at www.brusselstimes.com/all-news/belgium-all-news/106814/coronavirus-belgiums-infection-rate-isdecreasing/.

93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94

Ibid.

95

Los Angeles Times. Available at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04-20/cartels-are-scrambling-virus-snarls- globaldrug-trade.

96

Reuters.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latam-narcotics-sp-idUSKCN2242ZI.

9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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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DC毒品监测平台记录的美洲2月-4月鸦片和可卡因类物质的缴获量
加拿大

美国

伯利兹
古巴
墨西哥

海地

墨西哥
墨西哥
多尼米亚
牙买加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额尔萨多瓦多

尼加拉瓜

哥斯达黎加

圭亚那

委内瑞拉
巴拿马

苏里南
多伦比亚

法属圭亚那

厄瓜多尔

秘鲁

巴西

玻利维亚

2020年2月1日-4月17日毒品缴获量（千克）

巴拉圭

2月 3月 4月
鸦片

阿根廷
智利

乌拉圭

可卡因类

这张地图上采用的名称和陈述的材料并不代表着联合国秘书处任何关于任何国家的法律地位、领地、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或关于其边界的划定界限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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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DC毒品监测平台记录的欧洲2月-4月可卡因类物质缴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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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
与集中在几个有限国家生产的其他植物源性毒品不同，大麻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国
家都有生产。大麻产品通常通过非常短的国内供应链在当地生产和销售 [98]。目前还没
有迹象表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已严重干扰了大麻的供应链。
中东和北非仍然继续大规模缴获大麻制品的现象表明大麻贩运没有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限制的影响。有迹象表明，欧洲的封锁措施可能引发对大麻产品的需求量增
加[99]，这可能导致从北非到欧洲的毒品贩运活动加剧。

98

UNODC, World Drug Report 2019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9.XI.8).

99

See section on drug consumption.

毒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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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对毒品使用情况的影响
全球很多国家都报告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实行的防控措施对街头零售毒品
的买卖、戒毒药物治疗和其他卫生服务都产生了影响，但防控措施相对宽松的国家则
报告说没有受到相同程度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引发的经济后
果可能会对毒品的使用和消费模式产生持久的影响。

毒品供应
来自不同国家的报告指出，由于毒品进口减少和/或由于严格的封锁措施禁止了在
销售和购买毒品时进行的个人接触，导致终端消费者中出现了毒品短缺的现象。毒品
分销仍严重依赖面对面接触，通过暗网订购并邮寄给用户的毒品只占非常小的比例
（约占美国和欧盟零售销售量的0.2%）[100]。不过，也有国家报告说毒品供应没有变化，
或者称毒贩因规避或利用封锁措施而导致其零售级别的毒品分销发生了一些变化。
正如伊朗所报告的一样，零售级别毒品的短缺显示了特定省份毒品价格的升高以
及纯度的降低[101]，这与以往记录的毒品供应受到冲击而导致的影响相符，如2001年澳
大利亚的“海洛因短缺”和2010-2011年间包括英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的海
洛因短缺[102]。
在捷克，海洛因已从街头市场上消失，但人们担心芬太尼、国内生产的有害非法
物质以及酒精与苯二氮䓬类化合物的联合使用可能会增加。在黑山，对丁丙诺啡等药
品的需求突然增加，其价格也几乎翻了1番[103]。在英国实行封锁措施之前，因毒贩们
担心他们之后将无法再出售存货[104] 而加大了销售力度，导致英国街头毒品的零售价格
已初步呈现下降的趋势，但随后出现的供应短缺[105]导致毒品价格上涨，原因是许多毒
贩由于街头增多的警察检查已经停止了交易[106]。

100

UNODC, World Drug Report 2019.

101

Available at Islamic Republic News Agency: https://www.irna.ir/news/83740144/داد-ھﺸﺪار-ﻣﺨﺪر-ﻣﻮاد-ﮐﻨﻨﺪﮔﺎن-ﻣﺼﺮف-ﺑﮫ- ﭘﻠﯿﺲ.The provinces
where the changes were observed are not named in the article.

102

Hallam, Christopher, The Heroin Shortage in the UK and Europe (March 1, 2011).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908881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1908881; EMCDDA:
http://www.emcdda.europa.eu/system/files/attachments/2849/4.%20JMO%20-%20TDI%20meeting,%20heroin%20presentation. pdf.

103

UNODC field office assessment.

104

Sky News, 3 April 2020. Available at https://news.sky.com/story/coronavirus-price-of-street-drugs-rises-due-to-lockdownmeasures-dealer-says-11967377.

105

The Guardian.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0/apr/12/coronavirus-triggers-uk-shortage-of-illicit-drugs.

106

Sky News, 3 April 2020 (https://news.sky.com/story/coronavirus-price-of-street-drugs-rises-due-to-lockdown-measures-dealer- says1196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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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新冠肺炎而实行的管制措施促进了英国与毒品有关的执法力度，英国警方加大
了对协助 “县界”活动毒贩的拦截力度，“县界”活动是指有组织犯罪集团将毒品从
大城市地区转移到小城镇和村庄的过程[107]。同一来源的信息还提到了芬太尼和其他合
成替代品在英国使用增加的可能性[108]。在意大利[109]和美国[110]也出现了类似的报告。
斯洛文尼亚[111]报告毒品市场目前情况稳定，但预计当毒品库存耗尽时情况会有所
改变。在毒品供应方面，中东和北非的局势似乎稳定，因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好像并没
有影响到这些亚区的国内（零售）毒品贩运状况[112]。虽然关于毒品贩运的信息在各国
有所不同，但4月中旬在埃及开罗和摩洛哥丹吉尔的大量毒品缴获案件显示[113]，封锁
措施似乎并没有使毒品在城市的分销变得更加困难。毒品可以持续供应的原因可能有
对毒品的持续性需求和白天没有严格执行的行动限制。考虑到俄罗斯国内较大的毒品
生产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可能对其毒品市场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在俄罗斯，
许多毒品也通过暗网被贩卖，尤其是通过“Hydra”平台，因这里的个人交流不会受到
管控措施的限制[114]。
比利时当局报告 [115]大麻植物的价格出现上涨，表明需求量增加，其原因为大麻
植物主要是在国内生产（与主要依靠进口的大麻树脂或制剂形成对比），而且大麻供
应链可能没有受到不利影响。在英国，尽管其他毒品的价格普遍下降，但大麻植物的
价格也已开始上涨，这也反映了大麻的使用量可能有所增加[116]。北马其顿也有类似的
报告[117]，在那里除大麻外其他的毒品价格一直保持稳定。在法国，据报道在封锁措施
实行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囤积大麻的现象[118]。
街头毒贩似乎想出了克服行动限制的新策略。来自北马其顿的消息称，街头毒贩
为了避免在进行毒品交易时被警察发现而将自己装扮成医务人员和快递人员等。由于
在封锁期间允许遛狗，通过宠物狗运输毒品的现象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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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的媒体称，毒贩假扮成穿着防护装备的防控关键人员来进行毒品售卖[119]；此
外，来自尼日利亚的报告指出，使用邮政快递服务进行毒品交易的情况有所增加[120]。
总而言之，有迹象表明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防控措施已经导致许多街头
市场的毒品供应中断和毒品价格上涨。对不同的毒品而言，特别是对主要在娱乐场所
使用的毒品来说，疫情防控措施可能会总体上减少毒品消费量，或者这些措施可能又
会促使毒品使用者寻求危害性更大且成瘾性更高的替代品。

对毒品使用者的健康影响
毒品供应减少的后果取决于毒品的种类及其使用方式。以娱乐为主要目的而使用
的毒品可能会因为供应的减少而导致消耗量的减少，又或者被其他更易获得的物质如
酒精所替代。公共场所和活动比如夜总会、酒吧和音乐会目前都是关闭的，因此与这
些场所有关的毒品使用可能只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发生[121]，典型的“派对”毒品如
“摇头丸”[122] 的使用则会受到影响。而对于其他毒品如海洛因，对患有药物使用障碍
的人来说，供应短缺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健康后果。
已有记载，海洛因供应中断可能会促使吸毒人群转向更有害的行为。在一些欧洲
国家，海洛因短缺与包括芬太尼在内的合成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增加有一定联系[123]。也
有记录表明，作为海洛因的替代品，毒品使用者会使用家庭作坊生产的、危害性更大
的和可注射的阿片类药物如 “krokodil（二氢脱氧吗啡的街头名称）”[124]。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的行为限制措施对吸毒人群造成的另一个健康方面的
影响是使其中断戒毒治疗服务、无法获得干净的吸毒工具和至关重要的药品。无法获
得阿片替代疗法的海洛因滥用者会产生严重的戒断症状。缺乏获得治疗和安全行为的
途径可能会增加药物使用障碍加剧的风险，或通过共用注射针具和其他不安全行为而
导致不良健康后果。
毒品供应的缺乏可能会促使毒品使用者选择更有效的毒品摄入方式，比如注射毒
品。但是这一行为又有额外的风险，比如血液传染病（艾滋病、丙型肝炎）的传播；
此外，如果共享的注射设备、吸入剂、电子烟、吸入装置和其他吸毒用具被新冠肺炎
病毒污染，则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并引起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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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射毒品和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人群中，毒品使用过量的风险会相应增加，而
与滥用毒品相关的潜在慢性疾病也可能增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后发生严重疾病的风险
[125]
。任何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威胁生命的主要副作用都是引起呼吸中枢抑制并最
终导致死亡。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作用与任何严重肺部感染一样也会导致呼吸困难，
因此更会增加阿片类药物使用者因使用过量而导致呼吸抑制致死的风险。
国家报告显示了各国不同程度的服务延续和反应。来自玻利维亚的报告表明[126]，
公共治疗中心的缺乏和只能在城市中心提供服务的情况使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
难获得治疗服务。社区服务机构在资金上捉襟见肘，无法接收新患者[127]。政府和市政
当局为流浪人口提供庇护所，但他们不提供戒毒戒酒等方面的支持治疗，这阻止了毒
品成瘾者定期前往这些场所[128]。
在实行封锁期间（2020年2月），中国所有毒品（阿片类、苯丙胺类、大麻和可卡
因）的新注册毒品使用者数量都大幅减少，但随着限制的解除，预计将出现反弹。
捷克[129]报告了在封锁期间，毒品替代治疗的能力下降以及可供戒毒和住院治疗的
床位减少。该国还报告了对于注射针具交换项目等低门槛服务的需求仍然稳定甚至有
所增加。替代疗法仍然在运行，用于治疗的药物配发的周期更长，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每天配发。
为了提高阿片类替代疗法的可行性，英国计划在没有新处方的情况下向那些已经
在使用美沙酮的人们分发美沙酮[130]，这一行为引发了药物滥用咨询委员会的担忧，它
可能会导致“在药物滥用和转移上”的增加[131]。
保加利亚报告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针对毒品滥用的药物治疗仍在继续进行，
并且仍有可能保障供家庭使用的盐酸美沙酮和缓释吗啡，以及提供远程的医疗选择和
心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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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对毒品市场的长期影响
尽管生活在社会边缘群体的某些特殊问题一直存在且他们的生活条件可能会严重
恶化，但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导致毒品使用总体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后果可能导致贫困增加并使本已弱势群体的经济发展机会减
少，所以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毒品消费模式的持久转变。
社会经济状况越不稳定越可能进一步助长毒品的使用，并且可能加大吸毒群体对
危害性更高毒品的使用。这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除非向这些越来越多依赖毒品
的人们提供充分的治疗，否则他们会通过参与犯罪活动来支付其吸毒费用。
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毒品使用模式和递送服务发生了变化。与新
冠肺炎疫情相关的经济衰退也可能会导致出现类似的趋势。记录显示，2008年金融危
机的影响主要在欧洲，19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都报告了与毒品有关的预算削减，幅度
从2%到44%不等[132]。
毒品使用也在增加并且向廉价毒品转变，同时滥用方式转向注射毒品和由于频繁
注射而具有高危险性的物质[133]。例如在意大利，海洛因和可卡因的使用减少而同时大
麻和甲基苯丙胺的使用增加，这可能反映了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在希腊和西班牙等
其他国家，吸毒人数有所增加，特别是老年人和失业者[134]。在罗马尼亚，注射毒品的
类型也发生了转变，在2009年的调查中，97%的受访者报告海洛因是主要的注射毒品，
而在2012年，有49.4%的受访者报告注射了苯丙胺类兴奋剂（主要是合成卡西酮类），
报告注射海洛因的人只占了38.1%。在希腊，注射一种名为“Sisa”（甲基苯丙胺）的
廉价兴奋剂的人数有所增加。“Sisa”可以在厨房里用麻黄碱、盐酸、乙醇和汽车电
池液来制作[135]。
通过调查对市场进行密切监测，同时对毒品价格和纯度进行监测有助于及时发现
毒品市场趋势并设计有效的禁毒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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