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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6
国际药物管制

2015 年 6 月 19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转交关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2014 年禁毒政策的主要方向及执行情
况的资料。
请将所附资料作为大会第六十九届会议议程项目 106 的文件分发为荷。
穆扎法尔·马德拉希莫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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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19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2014 年禁毒政策的主要方向及执行情况
为应对毒品威胁，乌兹别克斯坦调动了国家所有社会、经济、政治资源；采
取了更加均衡的药物管制办法，力求减少需求，防止非法贩运。
国家药物管制委员会已批准并正在执行一项方案，在 2011 至 2015 年期间采
取综合措施，防止药物滥用和贩运。
该方案下的活动包括进一步加强执法机构的后勤和人力资源能力，更新和发
展药物治疗服务，加强国际合作打击非法毒品贩运，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以防吸
毒成瘾。

一.

打击毒品贩运
2014 年，由于为查明和截断贩毒渠道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并为制止非法
药物贩运开展了全面行动，乌兹别克斯坦执法机构共查获 6 698 起毒品犯罪案件
(2013 年为 7 680 起)，包括 3 062 起(2013 年 3 772 起)毒品销售案件，607 起(2013
年 623 起)走私案件，1 320 起(2013 年 1 491 起)非法种植麻醉品植物案件和 1 709
起(2013 年 1 794 起)与毒品有关的其他犯罪案。
共缉获两吨 298 公斤(2013 年为两吨 326 公斤)被贩运的麻醉药物，包括
106.5(121.6)公斤海洛因，881.9(851.3)公斤鸦片，802.9(873.5)公斤大麻，100(143.3)
公斤哈希什大麻叶，406.3(336.3)公斤考克纳。
执法工作着重遏制并消除区域间毒品贩运团伙的犯罪活动，这些团伙建立了
有组织的走私渠道，进行跨界贩毒。严格的边界控制和车辆检查加强了执法活动
的效力。
乌兹别克斯坦于 2014 年发起黑罂粟两阶段大规模综合行动，旨在发现和防
止非法种植麻醉品植物，防止贩毒罪行。
通过开展预防行动和警察调查，共查获 1 225 起非法种植麻醉品植物的案件
(2013 年为 1 223 起)，销毁了总面积达 6 692(10 356)平方公里的非法种植物。
在 2014 年黑罂粟行动中，共发现 2 900(3 101)起毒品罪行，缴获 852(785)公
斤麻醉品。

二.

执法机构的情报分析和技术能力建设
2014 年，在预防毒品贩运领域开展了乌兹别克斯坦执法机构情报分析和技术
能力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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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信息交流和集中处理机制，利用国际项目使用的现代情报分析软件
IBM i.2 建立了单一数据库。
执法机构的情报部门安装了这一软件，并建立了简化的数据库。
国家药物管制中心为内政部、国家安全局、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边界委员会、
国家海关委员会和总检察长办公室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了关于现有情报的
计算机辅助分析方法的培训课程。
目前正在开发全国机构间数据库系统(类似于欧洲联盟成员国执法体系使用
的系统)。
已采取措施加强技术能力建设，提高乌兹别克斯坦主管当局侦查跨越国家边
界走私毒品的能力。
已在多个检查站安装了现代监测设备，包括大型固定和移动扫描仪。

三.

药物滥用的程度、模式与趋势
2014 年，药物滥用方面的主要流行病学指标保持了积极趋势。与吸毒有关的
全国平均主要发病率低于 2013 年水平，吸毒成瘾者登记数减少，静脉注射毒品
使用者的人数亦减少。

四.

预防吸毒成瘾
2014 年大力开展了预防工作，主要目标是遏制对麻醉品及其他精神作用药物
的需求，减少极有可能沾染吸毒问题的人数。
为学校负责精神成长和辅导工作的副主任、经验丰富的教育者、“健康生活
方式基础”课程的教师举办了区域讲习班，使他们提高学生认识的工作更富成效。
讲习班全面介绍了如何防止忽视儿童，防止犯罪、吸毒和艾滋病毒。
教育部与乌兹别克教育中心和塔什干伊斯兰大学共同组织了培训课程，为
325 名精神和道德教育领域专家提供方法指导。
戒毒治疗诊所为教育工作者举办了 183 次研讨会，介绍预防和及早发现儿童
和青少年精神作用药物成瘾的 18 小时计划。
482 100 多名儿童(占所有学生的 10.8%)参与了普通教育学校中体育和其他俱
乐部提供的课余活动。
学校和社区(公民自治机构)的 6 500 个体育俱乐部努力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 160 多万名儿童参加了此类俱乐部。参加体育活动的儿童总数增加了 12.3%
各部委、部门和社会组织举办了各种初级预防活动，防止不同人群特别是青
年人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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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药物滥用治疗方面的专业医生共举办了 7 338 个讲座，3 087 次讲习班，
632 场媒体外联活动。
戒毒治疗所通过 24 小时热线为求助者提供了 2 526 次咨询。
为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开展了一次大型活动。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部长理事会负责药物管制的各区域委员会、各州和
塔什干市当局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打击药物滥用活动，其中包括公共和民间社会
组织参与的几次预防活动。
组织了一次活动，焚毁了执法机构收缴的非法贩运的麻醉药品。驻乌兹别克
斯坦外交使团和经认证的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该仪式。

五.

为提供戒毒服务开展能力建设
已采取措施改善戒毒服务。
2014 年，在 Fergan 完成了建设新区域戒毒示范中心的工作，中心设有门诊
部所需的一切设施。住院部大楼的建设定于 2015 年开展。
2015-2016 年投资方案为布哈拉和纳沃伊州戒毒治疗设施大楼的建设提供了
拨款。
在救灾工作中，布哈拉、卡什卡达里亚、纳曼干、撒马尔罕各州戒毒所建立
了特护部，通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GLO/J71
项目“Treatnet II——戒除毒瘾并消除其健康后果”的技术援助提供了医疗设备。
该项目为戒毒所提供了纳洛酮药物。发布了戒除鸦片毒瘾的类阿片受体阻断
剂的适用准则并分发医生。

六.

国际合作
在 2014 年乌兹别克斯坦开展了有关工作，确保其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在药
物管制领域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
作为双边合作工作的一部分，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于 2014 年 5 月 3 日至 15
日访问美国，其间会见了美国缉毒局局长 Michele Leonhart 女士，在会上讨论了
打击贩毒合作问题。
为开展乌兹别克斯坦与美国之间的预防毒品合作，对 2001 年 8 月 14 日乌兹
别克斯坦与美国政府药物管制和执法领域援助协议做了若干修正。
为加强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药物管制合作，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
政部与俄罗斯联邦的联邦药物管制署签署了一项协议，商定就非法贩运中缉获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研究结果开展交流(2014 年 12 月 10 日，塔什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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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6 月 17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
其前体的合作协议得到执行。
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贩毒主管当局的负责
人会议(2014 年 6 月 19 日，杜尚别)。
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继续开
展工作。药物管制国家信息和分析中心代表参与了中亚区域信息和协调中心国家
协调员理事会的会议。
在理事会最后一次会议(2014 年 12 月 9 日，阿拉木图)上通过了关于中心活
动组织工作的决定。
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执行了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
安组织)的多个国际项目，以加强有关部委和部门的后勤和人力资源能力。
作为这些项目的部分工作，举办了培训课程、研讨会和培训班，以增强主管
部门能力。
2014 年，主管部门的 146 名工作人员参加了打击非法药物贩运、药物滥用预
防和治疗方面的培训活动、课程及讲习班。
药物管制国家信息和分析中心为外国主管部门领导人员及代表、国际组织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欧安组织、欧洲联盟委员会)工作人员组织了
会议和谈判。
与会者讨论了当前提案和共同关切的打击非法贩毒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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