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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疆地区作为传统的大麻种植和消费地区，新时期大麻毒品违法犯罪有抬头扩大之势，犯罪活动呈现fB 

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大要案增多、犯罪手段新 、大麻毒品来源地 日趋多元化等特点。为此，必须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加 

大侦查打击力度 ，加强区域协作侦查以及加强物流渠道阵地控制和整体联动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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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新疆处于 “金三角” “金新月” 

两大毒源地形成的 “东西夹击、多头入境、全 

线渗透”态势。特别是毗邻新疆的 “金新月” 

地区，地处世界毒品、恐怖与动乱冲突频发的交 

汇点，毒品犯罪与恐怖主义交织勾结，对我国构 

成严重现实危害。 在众多毒品中，被西方国家 

称为 “穷人的毒品” 的大麻烟作为最廉价的毒 

品，目前仍是世界上使用最多、范罔最广、广为 

滥用的毒品之一。新疆作为传统的大麻种植和消 

费地区，新时期大麻毒品违法犯罪问题有所抬头 

并有扩大之势，犯罪活动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 

点。疆内与疆外毒贩相互勾结从事种植 、贩卖、 

运输大麻的犯罪活动 日显突出。如何有效打击和 

控制大麻毒品，成为新疆地区禁毒部门一个亟须 

解决的问题。 

一

、 新疆地区大麻种植现状 

(一)新疆地区大麻种植的历史渊源 

新疆地区种植大麻历史悠久。新疆地处亚温 

带 ，受干旱少雨、沙土地等环境影响，非常适合 

大麻植物的生长。尤其人工种植的大麻植物生长 

特别旺盛。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农牧业比较 

发达，大麻作为经济作物对新疆的贡献是不可磨 

灭的。食用大麻籽产油率高 (大约 25％)，大麻 

油口感好。大麻籽还广泛用于饲养鸽子 (在新 

疆农村和城镇养鸽户极为普遍)。麻秆和麻叶可 

制作饲料，饲养牲畜，搓制麻绳，编制麻袋。另 

外，广大农户还将大麻种在田埂上，因其生长迅 

速，可以起到防风固田的作用，并散发出特殊气 

味可以祛蚊防虫。大麻还可做医用，如许多民族 

中医都有用大麻膏配置药材的习俗。部分群众受 

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种植大麻是祖辈传下来的 

习惯，种植少量的大麻可以用于防治农作物病虫 

害、防病治病，对 自己生活有一定帮助。据了 

解，至今仍有很多当地少数民族沿袭了自制大麻 

药物含服的习惯，嗑食麻籽，吸食麻烟更是司空 

见惯。② 

由于新疆历史上形成的大麻种植习俗和加 

_丁、吸食大麻的生活习惯，在新疆广大农村地区 

种植大麻影响深远，难以在短期内完全禁绝。 

(二)新疆地区大麻种植现状 

大麻属于毒品的一种，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 

害性。新疆于 1985年开始禁种大麻，于 1991年 

11月2日颁布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禁止大麻 

毒品条例》。自 《条例》颁布以来，新疆地区各 

级禁毒部门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每年都开展 

声势浩大的禁种铲毒专项行动，坚决依法打击和 

处理违法种植犯罪活动。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 

力，虽然已经基本上禁绝了大面积、成片的大麻 

种植，但是小面积、散在型种植的大麻及野生大 

麻仍然存在，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仍占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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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疆地区种植大麻毒品原植物情况 

时有发生，从铲除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数量上 

看，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全区种植区域整体情况 

表明，各地中心城区已基本禁绝非法种植毒品原 

植物，但少数县 (市)的偏远地带成为非法种 

植毒品原植物的活跃区。目前，呈现出农村多， 

城镇少；庭院多，荒地少；人工种植少，野生自 

然生长多的种植现状。 

二、新疆地区大麻毒品屡禁不止的原因 

(一)经济利益的驱使 

大麻毒品的价格区内外差异很大，东北地区 
一 千克大麻的价格一般约为700—1000元，新疆 

地区一般为 4000—6000元，零售可达到 10000 

元左右。例如，2014年新疆地区大麻平均批发 

价格为 4711 千克，同比上升 4．25％，平均 

零售价格为 9元／克。2015年新疆地区大麻平均 

批发价格为 4720元／千克，同比增长 2．60％， 

平均零售价格为 11元／克，同比增长 22．22％。① 

据调查，在大麻毒品犯罪分子中，大部分来自新 

疆的偏远地区，由于长期受贫困所困扰，加上大 

麻毒品高额利润的刺激，一些人把贩毒作为脱贫 

致富的出路，形成 了 “贫困一贩毒一吸毒一再 

贫困一再贩毒”的恶性循环怪圈。一些侥幸外 

流逃脱的毒贩发财之后，在当地一些人眼里成了 

英雄和榜样，很多人纷纷效仿 ，他们全然不顾毒 

贩最终难逃法律制裁的危险，走上贩卖运输毒品 

的道路，甚至出现家族贩毒现象。 

(二)消费市场的需求 
一

直以来，新疆大麻制品 (麻烟)备受吸 

毒者青睐。据研究，新疆地区种植的大麻植物及 

大麻制品 (麻烟)中四氢大麻酚含量高于国外 

大麻有效成分。依照国际统一标准，大麻毒品 

(麻烟)从剂型上可分为草本植物大麻，大麻树 

脂及大麻油三种。新疆麻烟介于上述三种大麻毒 

品剂型之间。与草本植物大麻相比，含较多的树 

脂，粘性较大，与大麻树脂相比有含较多的植物 

碎渣 ，故也可称为粗制大麻树脂 (大麻烟)，其 

四氢大麻酚 (THC)含量范围在 0．84—6．58之 

间，均高于国外同类较精致的大麻树脂剂型大麻 

毒品。这是新疆大麻制品 (麻烟)备受吸毒者 

青睐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法律意识的淡薄 

在新疆一些偏远的乡村，由于各方面发展比 

较落后，当地农民对大麻的危害性、违法性、严 

重性缺乏认识，致使这些地区种植、加工大麻出 

现反弹。比如部分农牧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总认 

为罂粟壳治肚子疼来得快，吸大麻可降血脂等思 

想观念的影响，置国家法律于不顾，铤而走险的 

种植毒品原植物。 

(四)侦查打击力度的难度大 

由于新疆地广人稀，南北疆经济发展水平差 

异大，对于毒品犯罪的发现辨别能力不同，偏远 

地区情报线索来源单一滞后，查处难度较大致使 

新疆地区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发案数、种植人 

员及毒品原植物数量均有一定幅度的上升。 

三、新疆地区大麻毒品违法犯罪现状 

(一)大麻毒品犯罪案件总数逐年上升 

目前，受全球毒情形势和国内毒品大气候的 

影响，新疆地区毒情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禁种铲 

毒工作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治理非法种植毒品 

原植物问题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以海洛 

因、大麻为代表的传统毒品犯罪活动仍然高位运 

行，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如下表： 

2010—2015年新疆地区查获大麻毒品违法犯罪情况一览表② 

年份 案件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名) 缴获大麻 (千克) 

2010 356 409 1082．36 

2011 404 453 1561．72 

2012 451 486 2086．59 

① 新疆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编 

② 新疆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编 

新疆禁毒报告[Z]．2010—2015年。 

新疆禁毒报告[Z]．201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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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份 案件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名) 缴获大麻 (千克) 

2013 479 552 2165．09 

2014 511 581 2615．38 

2015 514 593 7820．O0 

(二)毒 品大案、要案增多，单次贩卖数 

量大 

有数据表明：2012年全区共破获千克以上 

大麻毒品案件 106起，占大麻毒品案件总数的 

23．5％；2013年全区共破获万克以上大麻案件 

38起，缴获大麻 1911．66千克，占大麻缴获总 

量的 88．3％。④ 例如，2010年阿克苏市公安局 
一

案缴获来 自吉林长春毒品大麻 151．55千克， 

抓获犯罪嫌疑人 7名。2012年 2月塔城地区和 

布克赛尔蒙古A治县公安局一案缴获来 自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毒品大麻 228．9千克，抓获犯罪嫌疑 

人 1名。② 同年，和田地区墨玉县公安局抓获 5 

名犯罪嫌疑人，缴获来 自黑龙江哈尔滨市大麻 

100千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破获一 

起利用铁路渠道，从黑龙江哈尔滨将大麻藏匿于 

食品箱内运至库尔勒进行贩卖的案件，该案缴获 

大麻 96．04千克。 

(三)大麻毒品来源地 Et趋多元化 

从全区破获大麻案件情况来看，喀什地区、 

伊犁州、乌鲁木齐市、阿克苏等地是新疆大麻毒 

品犯罪活动的重点地区，其贩毒人员为了实现利 

益最大化，直接通过 自产 自销进行大麻交易活 

动。2015年 10月，喀什地区公安局禁毒支队根 

据线索，破获一起特大制造贩卖大麻毒品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 13名，同时捣毁了5处非法制造 

大麻的窝点，缴获五十二余亩地种植的大麻共 

6．05吨，大麻原植物 3250株，查获运输大麻原 

植物用的轻卡 1辆、拖拉机 1辆，这是近十年来 

新疆地区破获个案缴获大麻量最大的案件。⑧ 同 

时，这些地区的涉毒人员还与吉林 、黑龙江、宁 

夏等地贩毒团伙相勾结，通过物流寄递，客运大 

巴或火车等渠道，将大麻运至新疆地区进行贩 

卖，且交易量大。近年非法流入新疆地区的大麻 

毒品大多来自黑龙江、吉林、宁夏、内蒙古、北 

京、山东、河南、陕西、江西、甘肃等 l0个省 

市。例如，2014年新疆地区缴获来 自吉林 、宁 

夏、河南的大麻 715千克，占缴获总量的 30％。 

2015年缴获来自黑龙江、吉林的大麻 263．98千 

克，占外省大麻流人总量的78．44％。④ 

(四)大麻毒品犯罪手段呈现多样化 

目前，新疆地区的大麻毒品犯罪活动中，毒 

品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不断变换作案手段。手 

机联络、网上交易、人货分离、大跨度异地交货 

已成为常用伎俩，特别是黑恶势力从事毒品犯罪 

活动、枪毒合流明显增多，社会危害性加大。一 

些地方甚至形成雇佣种植、定向收购、毒品加工 

的犯罪链条，呈现出团伙化、职业化、智能化等 

特点。在贩运方式上，利用物流寄递等合法渠 

道，通过物流托运和邮寄物品等，伪装包装 、降 

低作案风险和贩运成本。在毒品交接上，通过临 

时雇佣人员接取毒品来逃避打击。 

(五)区内外毒贩相互勾结现象日显突出 

近几年，新疆地区通过一轮又一轮的禁毒人 

民战争，严厉打击大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取得 

了明显效果。新疆籍毒贩为躲避侦查和打击，改 

变策略，流窜到全国其他地区参与大麻的种植 、 

加工 、制造、贩卖等违法犯罪活动。t：L~n前往地 

理气候和纬度与新疆相近的东北等地区大肆非法 

种植大麻原植物。通过雇佣当地农民非法种植大 

麻，教授他们加工大麻的方法，而后由新疆籍人 

员勾结当地毒贩就地收购和向新疆贩卖，给当地 

社会稳定和治安造成严重影响。当地禁毒部门虽 

然给予严厉打击，但是由于语言不通，造成调查 

访问难、侦查讯问难、呈请起诉难，对其打击的 

① 新疆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编 ．新疆禁毒报告[Z]．2010—2015年。 

② 《新疆破获特大毒品案 缴获大麻 288．9公斤》，中国新I 网，2012年3月7 E1 

③ 《新疆查获最大大麻制毒案件 缴获毒品6吨》，央广网，2015年 11月27日． 

④ 新疆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编 ．新疆禁毒报告[Z]．201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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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始终提不上去。如新疆地区协助吉林省禁毒 

部门侦办的一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过程中，连 

续破获 3起运输大麻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缴获大麻205．2千克。在该案中，均是新疆 

地区外流贩毒人员与吉林省涉毒人员相互勾结， 

从事贩卖、运输大麻犯罪活动。 

(六)吸食大麻毒品的人员有增元减，以青 

少年为主 

2012年底，新疆地区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 

超过4．89万，吸食大麻毒品人员 21392人，占 

总数的44．4％。从年龄构成来，吸食大麻毒品 

群体呈现低龄化趋势。2013年新疆地区查获吸 

食大麻毒品人群中，l8_25岁年龄段人群达 995 

人，占查获吸食大麻毒品人员总数的36．98％。① 

上述数据表明，新疆地区滥用大麻毒品人员以 

35岁以下青少年为主体，并有逐步由农民和社 

会闲散人员向企业员工、个体老板 、学生等各阶 

层发展蔓延的趋势。 

四、有效控制新疆地区大麻毒品违法 

犯罪的对策思考 

(一)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法律意识 

“禁毒工作、预防为本”，既是多年来国际社 

会对禁毒工作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也是 《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赋予我们的职责和义务， 

是禁毒斗争取得最终胜利必须秉持的治本之策。 

新疆盛产大麻，所以大麻禁毒宣传教育工作 

更要加强，特别是对大麻原植物非法种植严重的 

地区要持续不断地开展宣传教育。充分利用 自治 

区禁毒宣传月活动和 “6．26”国际禁毒 日的时机， 

在组织宣传 《禁毒法》和 《戒毒条例》的同时， 

拓展宣传渠道，积极发挥广播 、电视、报刊等新 

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通过科普图展等手段，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禁种铲毒宣传工作， 

教育广大群众了解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违法性、 

对社会的危害性和国家禁种铲毒的决心，不断增 

强群众的禁种铲毒意识，使 “种毒违法、种毒必 

铲、种毒必究”的观念深入人心。通过向社会公 

布举报电话，设立专项奖励经费，对提供重大线 

索和积极协助禁种铲毒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 

的奖励等办法，鼓励广大群众检举揭发非法种植 

① ((2013年新疆破获2047起毒品案件》，天山网，2014—06—25 

毒品原植物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吸毒贩毒的情况 

线索，形成全民参与禁种铲毒斗争的局面。 

“禁毒工作教育先行”，打牢基础，防患于 

未然，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把握禁 

毒斗争的主动权，牢牢掌控毒品问题的发展趋 

势，尤其要加强对重点人群和青少年的宣传教 

育。大麻毒品违法犯罪大都由新疆籍人员参与， 

这些人大多生活在有种植大麻习俗的地区，懂得 

种植、加工、制造、大麻毒品的技能，并有吸食 

的习惯，要加强对这些人群的教育管理和预防工 

作，将他们纳入工作视线，随时掌握动向。针对 

青少年吸毒人员数量逐年上升的趋势，要把对中 

小学生的禁毒预防教育作为禁毒工作的基础工 

程，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使禁毒预防教育走进学 

校，走进课堂。 

同时，让大麻毒品预防教育走进强制戒毒 

所、治安拘留所、收容教育所、看守所、监狱、 

工读学校等，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大麻禁毒宣传教 

育工作，使易染毒的特殊人群受到应有教育，提 

前做好预防工作。 

(二)动员各方力量，共 同开展禁种铲毒 

工作 

全区各级禁毒部门应主动与综治、农业等相 

关部门加强协作，确定重点整治地区，分析各地 

非法种植大麻活动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进 
一 步明确工作重点，坚定不移地按照综合治理、 

标本兼治的工作要求，加大整治工作力度，强化 

工作措施，落实禁种铲毒工作责任制。大力提升 

打击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犯罪行为的整体合 

力，封堵大麻毒品来源。要把那些非法种植问题 

屡禁不止、出现大面积反弹的地区列入禁毒重点 

整治范围，采取超常规措施，运用一切有效手 

段，大力进行整治。 

充分发挥村级警务室民警群众工作基础，一 

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另一方面加大踏勘工作力 

度。基层民警结合大麻毒品原植物生长的季节性 

特点和地域分布，深入各乡镇场和农村，要在重 

点区域进行重点排查和现场踏勘，最大限度地压 

缩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空间，切实做到消除死 

角、铲毒务尽。 

建立健全信息收集机制。针对种毒地段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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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信息来源不畅，建立信息联络员制度，畅通 

信息渠道，广辟信息来源；针对群众对种毒情况 

不愿举报、不敢举报，建立举报奖励制度，设立 

举报电话、举报信箱等，激发群众积极参与的热 

情，广泛收集涉毒违法犯罪线索。 

(三)强化侦查打击手段 ，形成强大震慑 

威力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是遏制大麻毒品违法 

犯罪活动蔓延的有效手段。各级侦查缉毒部门要 

认真贯彻严打方针，大力强化情报收集和侦查破 

案工作，扩大情报线索来源，适时组织开展对本 

地大麻毒品消费群体、毒品消费市场的调查摸 

底，提高发现大麻毒品制造、运输和贩卖渠道的 

能力，加大对大麻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经营和来 

源倒查、延伸打击工作力度，坚决打掉组织种 

毒、集中收购、加工毒品的犯罪团伙 ，摧毁毒品 

种植、加工、销售的链条。 

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严惩 

非法种植的组织者、收购者、加工者，并加大财 

产刑处罚力度，彻底打消他们靠种毒发财的念头； 

对因治病、生活自用等为目的进行零星种毒的违 

法人员，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依法从 

轻或减轻处理，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建立处置违法犯罪活动机制，对已发现的种 

毒人员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构成犯罪的 

坚决追究刑事责任，严禁以罚代刑，降格处理， 

保持对种毒违法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确保 

没有毒品原植物流人社会。 

完善禁毒立法体系。针对新疆地区的实际晴况， 

尽陕出台自治区地方大麻管理办法，比如，按照法 

律的立案标准，许多非法种植的情况达不到立案标 

准，所以只能批评教育，造成许多地方铲了又种的 

现象。对于贩卖、运输、走私、非法持有大麻的数 

量予以降低，提高打击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应。 

(四)加强跨省、跨市、跨区域协作侦查 

针对新疆地区大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向内 

地逐渐扩大的趋势，加强与涉及新疆籍大麻犯罪 

的省、市相互进行情报交流与共享，与涉案的 

省、市公安机关禁毒部门建立区域协作工作机 

制，定期分析研判大麻毒品案件的发案规律和毒 

情形势，互通情报，协商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联合制定出台规范性文件，建立责任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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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有力、监督有效、保障到位的长效机制。形 

成优势互补的辐射效应，实行双向和多向治理， 

真正发挥出区域警务协作的强大优势，联手打击 

和遏制大麻毒品犯罪活动。 

(五)加强物流渠道阵地控制和整体联动 

随着物流寄递运输业的兴起，依靠物流托运 

及邮包、邮件快递等贩运大麻毒品的案件呈上升 

趋势。从近年来发生和破获的案件看，不法分子 

利用寄递物流渠道寄运毒品的各类违法犯罪案件 

频发，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 

定。问题发生的原因虽然有多种，但究其根源还 

是制度执行不到位，管理工作上存在漏洞。一些 

寄递物流企业和从业人员没有严格执行相关法律 

规定，未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未依照规定对运 

输物品进行安全检查，未对运输客户身份、物品 

信息如实登记，以及安全监管工作不到位、制度 

不执行、责任不落实等问题的存在，给犯罪分子 

可乘之机。 

各级公安禁毒部门应密切关注利用物流渠道 

贩毒活动的动向，增强对物流业的阵地控制能 

力。一是始终保持对寄递物流渠道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的严打高压态势。彻查深挖各类大麻违法犯 

罪案件，坚决打掉团伙 ，铲除网络和源头。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信息平台建设，进行信息数 

据分析比对碰撞，提高对违法犯罪的预知、预 

警、预防能力。二是拓宽情报来源，建立覆盖 

广、触角深、反应快的情报信息网络，建立健全 

涉案线索举报奖励机制。鼓励从业人员和广大群 

众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对接报的线索，要及时组 

织甄别、核查，对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的，要及时 

兑现奖励。三是公安禁毒部门要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单位，形成 “综治牵头、邮政主管、公安推 

动、部门联动、企业主责”的工作格局，进一 

步加强部门协作，形成整体合力，积极会同主管 

部门深入物流园区、货运站 (场)、寄递物流企 

业开展安全检查，加强对寄递物流行业的安全监 

管和教育培训。 

总之，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 

及人文因素，大麻毒品犯罪在短期内还不能完全 

消除，并会带来很多现实危害及衍生出其他违法 

犯罪问题，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将成为新疆禁毒部 

门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编辑 冷琪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