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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1 年 3 月 11 日，摩洛哥政府委员会正式批准了旨在推动境内“大麻合法化”的 13—21 号法律草案 (Le projet de loi 13-

21)。该草案规定，该国用于工业及医疗目的的相关大麻经济活动将被合法化。1 尽管该法案尚需议会两院批准，但在该国议会多

数党（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领袖背书，且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该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此项法

案最终得到批准，摩洛哥将成为继黎巴嫩之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第二个承认大麻合法地位的国家。

尽管在摩洛哥的现行法律制度下，该国国内与大麻有关的一切经济活动均不合法，但它同时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大

麻出产国。2 在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整体趋向保守的穆斯林主体国家，为何最终选择了一条大麻合法化之路？这是本文试图回

答的问题。对此，笔者将分析摩洛哥非法大麻产业的历史与现状，阐述大麻合法化草案的缘起及其争议，并分析该国未来潜

在的法律规制体系。

二、摩洛哥大麻产业的历史与现状

1956 年，摩洛哥正式获得独立。独立后，穆罕默德五世国王随即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大麻产业。然而，两年后，被国

家政策边缘化的里夫地区（同时也是该国主要大麻种植区）爆发了叛乱。时任王储和军队领袖的哈桑二世带军队血腥镇压了

这次起义。为了安抚里夫地区的人民，穆罕默德五世决定对里夫地区传统大麻种植区域的非法种植活动持宽容态度。

70 年代成为了摩洛哥非法大麻产业的转折点。西欧、北美国家在经过了 60 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大量嬉皮士来摩洛

哥旅游、“朝圣”，他们同时也将“哈希什” (Hashish) 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当地的传统大麻种植区。3 大麻之所以具有精神刺激作

用是因为大麻雌株花朵和花叶上丰富的毛状体，毛状体中所含的四氢大麻酚（Tetrahydrocannabinol，简称 THC）是精神活性

物质，能对吸食者的心理过程（如认知或情感）产生影响，具有致幻性。通过对大麻花朵和花叶进行干燥、筛滤、压缩等工

序所形成的大麻脂 (Cannabis Resin) 便是所谓的“哈希什”。相对于由干燥切碎后的大麻花（即“基夫”）4，“哈希什”的四氢大

麻酚浓度更高，具有更强的致幻力。另一方面，相对于不方便运输且易被发现的“基夫”，被压缩为砖块状、椭圆球状的哈希什

更方便携带，更容易逃脱监管。经过这波“技术革命”之后，摩洛哥的非法大麻产业逐渐由原材料生产转型为低技术加工，其

获利空间也较以前更大。

80 年代到 90 年代，随着西欧、北美毒品文化的成型，其对于大麻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当时的两个重要大麻生

产国（阿富汗和黎巴嫩）正在遭受战争的打击，其大麻产量也因此大幅下降。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摩洛哥迅速成

为了全球大麻产业中的“明星”。与此同时，摩洛哥国内当时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危机，该国政府也因此继续对非法大麻产业持

宽容态度。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地的大麻种植区域由此前的传统种植区不断往外扩张，该国的大麻产量也相应迅速

增长。原本面对国内市场的“基夫”产业正式转型成了面向国际毒品市场的“哈希什”贸易。但另一方面，非法大麻产业的

飞速发展也让里夫地区传统大麻种植区人口对于毒品经济愈发依赖。

摩洛哥的非法大麻产业于 2003 年左右时达到顶峰，该国的大麻种植区域分布在五个省份 ：舍夫沙万 (Chefchaouen)、阿尔

候塞玛 (Al-Hoceima)、塔乌纳特 (Taounate)、拉腊什 (Larache) 和德土安 (Tétouan)。根据当时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的调查报告，该国的大麻种植面积达到了 13.4 万公顷，摩洛哥也因此成为

摩洛哥大麻合法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现实争议
丁辰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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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麻生产国。在此之后，摩洛哥政府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大麻铲除行动。该国的大麻种植面积于 2005 年大幅

减少到 7.25 万公顷。而 2011 年的数据显示，大麻种植面积已进一步缩减至约 4.75 万公顷。5 根据摩洛哥政府提供的报告，该

国于 2005 年铲除的大麻种植面积达 15160 公顷，其中“拉腊什”省占 12000 公顷，塔乌纳特省占 3000 公顷，舍夫沙万省则

占 150 公顷。6 值得注意的是，拉腊什省和塔乌纳特省都并非传统大麻种植区，而上述两者却构成了当年铲除行动的主要目标。

此外，自 2011 年以后，摩洛哥的大麻种植面积一直维持在 2011 年的水平（4.75 万公顷左右）。7 这从某个侧面再次反映出了摩

洛哥政府对传统大麻种植区的容忍态度。

上述数据看上去非常漂亮，让人对摩洛哥政府在禁毒方面的进展感到欣慰，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地的禁毒事业并

不容乐观。尽管摩洛哥的大麻种植面积大量减少，但执法机关在这些年间所缴获的大麻成品数量反而成倍上升。造成这一反

常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高产大麻品种的引进。8 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是，原产地与消费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生产活动也越来

越与消费地的需求相匹配。欧洲消费市场甚至会主动向摩洛哥农民提供人工培育出来的杂交新品种，其产量和烈度（四氢大

麻酚含量）都比摩洛哥本土植株大得多，而使得本土大麻品种正在迅速消失。

三、2021 年大麻合法化法案：缘起、内容与争议

1. 缘起

如上文所述，摩洛哥的大麻产业处于理论上非法但实际上被容忍的灰色地带，该国多年来的禁毒事业也并未获得实质性

的进展，而全球化的大潮更进一步让该国的大麻产业对国际市场产生了依赖。摩洛哥的大麻问题可以说是积重难反。基于上

述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动因，摩洛哥政府逐渐改变了治理非法大麻产业的思路，试图将其往合法化的方向上引导。近年来国际

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则进一步坚定了政府推动大麻合法化法案的决心。

在国际层面，欧洲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做出了一项与大麻合法化有关的关键性判决。该法院认定，从大麻植物中提取的

大麻二酚 (CBD) 不应被视为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中所谓的毒品。9 由于大麻二酚是医用大麻产品中的重要成份，该判决

为大麻合法化运动传递了积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欧洲一直是摩洛哥非法大麻制品的目的地，也是该

国医疗、工业用大麻的潜在市场。

同年 12 月 2 日，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 (Commission on Narcotic Drugs, CND) 降低了大麻管制的等级。经过该机构会员

国的投票（27 票支持对 25 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麻委会决定将大麻及大麻相关物质从 1961 年通过的《麻醉品单一公约》(Single 

Convention on Narcotic Drugs) 附表四中移除。根据上述公约，出现在附表四中的受管制麻醉品都是完全不具医疗效用的最危

险成瘾性物质，其中包括海洛因等。10 这一决定也意味着国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大麻药用价值的承认。值得注意的是，在当

天进行的投票中，摩洛哥投了赞成票，也是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唯一一个投赞成票的国家。这一举动被看作是摩洛哥政府大麻

政策转变的积极信号。

在国内层面，该国的大麻问题之所以一直得不到解决，其症结主要在于缺乏替代性的经济解决方案。尽管政府始终存在

打击毒品产业的价值需求，但传统产麻地的民生与社会稳定问题却不得不让政府在经济层面进行妥协。摩洛哥大麻的核心种

植区里夫地区为山区，当地水资源匮乏、土壤贫瘠，不适宜种植其他经济作物，而周期短、适应性强的大麻便成了当地农民

的唯一选择。由于大麻已经成为了大麻产地居民的主要甚至唯一经济来源，要想根除产麻地的毒品问题，必须首先为当地人

找到一条替代性的经济解决方案。事实上，摩洛哥政府也的确曾在这方面做过多次尝试，但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这些努力

都没能取得成功。

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给摩洛哥经济造成了巨大损伤，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摩洛哥“高级规划

委员会”(Le Haut Commissariat au Plan, HCP) 的报告显示，受疫情和旱情的影响，2020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7%，失业率也由

2019 年的 9.2% 上升到 2020 年的 11.9%。11 在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麻合法化法案有助于缓解该国最贫困地区的经济问题。

此外，摩洛哥将于今年 9 月举行议会大选，许多政党都希望通过大麻合法化草案来吸引里夫地区接近 100 万居民的选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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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麻合法化法案》的内容

首先，《大麻合法化法案》明确指出，该法案所谓的合法化是指工业和医药用大麻的合法化。因此，具有巨大争议性的娱

乐性大麻不在本法案的合法化框架之内。

从该法案所设立的整体合法化框架来看，摩洛哥未来的大麻规制体系接近于烟草专营的国家垄断机制。在这套机制中，

新创设立的大麻监管机构将占据合法化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不管是大麻种植者、投资人还是工业及医药企业都需要经过大麻

监管机构这个中介环节。

该法案规定，与大麻有关的所有生产经营性活动均需获得大麻监管机构的许可方能展开，包括种子和植株的进出口，大

麻及其副产品之种植、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及进出口。许可的有效期为十年。对于大麻种植者而言，其有义务仅种植上

述监管机构批准的大麻品种。上述监管机构则将根据每年的情况设定相应的合法种植配额。同时，大麻种植者需通过成立合

作社来进行贸易活动，合作社只能将其作物出售给经大麻监管机构批准的私营加工和出口公司。而对于无证种植、非法使用

种子或不遵守可种植配额的种植者，将被判处三个月至两年的监禁，并处以 5000 至 100000 迪拉姆的罚款。

该法案中有许多条款仅仅设定了初步的框架，具体规定还需进一步的立法活动来予以推动。例如，根据该法案规定，该

国只有部分特定地区才能合法种植大麻，但上述地区的具体范围并未明确。另外，该法案将为大多数大麻植株（医疗和制药

用作物除外）设定一个四氢大麻酚含量的限额，但具体数目尚待确定。此外，该法案还存在一个明显的缺失环节 ：法案中并

未为国内医用大麻使用者的权利和义务设定规范。13 摩洛哥大麻规制体系演变详见下图一。

图一 摩洛哥大麻规制体系演变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3. 争议

自 90 年代末以来，摩洛哥政治领域实现了有限的自由化，整个国家也逐渐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着上述历史进程，

原本一直处于禁言状态的大麻问题也随大环境的改变而被纳入到公共讨论的议程中。与此同时，此前一直遭受打压的伊斯兰

政党也在这波政治自由化的浪潮中崛起。由此，摩洛哥文化、宗教层面的保守势力也有了能够影响公共意志形成的手段与渠道，

打破了中左翼政治精英对议会的垄断。出于宗教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该国的伊斯兰政党（正发党）一直是大麻合法化议

题的坚定反对者。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摩洛哥的左翼及民族主义政党，这些政党从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主张医

疗与工业用大麻的合法化。自 2011 年大选以来，正发党在连续两届的议会选举中均赢得了多数席位，其态度也成为了大麻合

法化草案能否最终获得通过的关键性因素。

事实上，早在 2014 年—2015 年期间，摩洛哥“现代与纯正党”(Parti authenticité et modernité, PAM) 和“独立党”(Istiqlal)

便曾提出过数项与大麻合法化有关的法律草案，但上述提案均遭到了正发党（议会多数党）的抵制。当时的正发党党魁本 ·基

兰 (Abdelilah Benkirane) 甚至表示 ：“政府无意将大麻种植合法化。我想对这些地区的人民说，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不

会变的。”14 在他看来，那些大麻合法化运动的幕后推手是在欺骗人民。“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他警告说，“这将是国家的灾难

之源，也是对国家形象的严重攻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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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宗教只是理解正发党的其中一个纬度。自该党正式进入政治舞台以来，在该党的政治纲领中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

目标，即解决摩洛哥的贫困问题。在当前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下，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选，作为执政党的正发党也不得不直面

里夫地区积重难返的贫困问题。因此，在大麻合法化问题上，正发党面临着宗教价值与经济需求的矛盾，这一矛盾也为正发

党在上述问题上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2021 年 2 月 25 日，由摩洛哥首相萨阿德—丁 ·奥斯曼尼（同时也是正发党党魁）领衔的政府委员会对 13—21 号“大麻

使用合法化法律草案”进行了初步审议。政府发言人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又紧接着表示，政府委员会将于次周（3 月 4 日）

再次讨论上述草案，完善法案内容并通过该草案。16 此举立即在摩洛哥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也让正发党内部产生了巨大

的裂痕。

3 月 1 日，本 ·基兰在自己的脸书账号上发布了一份手写声明 ：如果该党秘书处决定接受大麻合法化提案，他就冻结其自

身的党员资格 ；如果该党议员在议会中投赞成票，他就退党。17 面对前任党魁的威胁和突然袭击，奥斯曼尼不得不延期审议合

法化法草案。为了缓和与前任的关系，奥斯曼尼甚至于 3 月 9 日前往本 ·基兰家中，与之商议大麻合法化议题，并向其解释该

法案的前因后果，但本 ·基兰却始终坚持其立场。18 3 月 11 日，现任首相最终选择不顾其前任的反对意见，在当天政府委员会

的例会上接受了大麻合法化提案。同天，本 ·基兰将自己此前的威胁付诸实践。在一份声明中，他宣布冻结自己的党员身份，

同时与包括现任党魁在内的多名正发党高层断绝关系。19

自此，正发党正式分裂成支持和反对大麻合法化草案的两派。事实上，围绕上述草案而产生的争论也揭示了正发党内部

更为深刻的分歧，即有关该党未来发展的路线之争。经过了十年执政经历的锤炼之后，正发党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到底是被体制所同化，转型成为一个立场中庸，愿意妥协，力图维持现状的保皇党？还是不忘初心，坚守立场，致力于改革

现有体制的先锋党？这也是整个西亚北非地区伊斯兰政党都不得不面对的共性问题 ：当伊斯兰政党在意识形态、立场问题上

一再妥协，不断稀释，其“伊斯兰性”将落于何处？其立党根基又在哪里？当一个伊斯兰政党已经不再具有辨识度时，它还

保得住当初将其送上台的那些选票吗？20

结语

目前，摩洛哥大麻合法化法案正处于众议院辩论阶段，即便该法案最终得到通过，传统大麻种植区的经济问题能否得到

解决仍然存疑。根据内政部提交给议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医用大麻合法化后所能产生的年净收入将达到每公顷 110000 迪拉

姆左右（约 83000 元），与目前的收入状况相比，将提高约 40%。21 尽管如此，有些专家学者却对这一乐观前景持保留态度。在

他们看来，医疗、工业用大麻的利润率与娱乐用大麻相差甚远，强行推动大麻合法化草案也许不会产生理想的结果。另一方

面，医疗、工业用大麻的利润主要集中在终端产品的研发上，许多国家（如以色列）早已拥有了发达的医疗和工业用大麻产业，

而作为一个在科研、技术领域全方位落后的国家，摩洛哥很难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立足。22

在政治层面，大麻合法化法案也是观察摩洛哥未来政坛发展的风向标。从小的方面来看，它涉及到正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

和未来的发展路线之争 ；从大的方面来看，它甚至关涉该国未来的整个政治图景。一旦正发党领导层没处理好大麻合法化法案

的立场问题，这不仅会导致该党内部发生分裂，甚至还会影响今年 9 月份的大选以及该国此后多年的政治格局。

丁辰熹，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法学院博士生，研究国家和区域为摩洛哥和北非。

1 大麻主要被用于工业生产、医疗制药以及娱乐消遣三大领域。作为一种农作物，其茎叶可用于制造绳索、纺织品和纸类产品 ；其种子可
用来榨油，也可用作食品和饲料。作为一味药草，其植株内还含有丰富的大麻素，其中最重要的两种为四氢大麻酚（Tetrahydrocannabinol，
简 称 THC） 和 大 麻 二 酚（Cannabidiol， 简 称 CBD）。 前 者 是 会 对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产 生 强 烈 刺 激 作 用 的 精 神 活 性 成 份（Psychoactive 
Compound），具有致幻作用；后者则不含精神活性成份，且具有药用价值。大麻在不同的植株中，四氢大麻酚与大麻二酚的含量也各不相同，
一般而言，工业大麻的四氢大麻酚含量应小于 0.3%。当然，除了工业与医用价值外，作为上瘾性毒品的大麻最广范地被应用于个人消遣
和娱乐层面。由于大麻存在不同的用途，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大麻合法化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讨论三个领域的合法化，即工业大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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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大麻合法化以及最具争议性的娱乐性大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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