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0）赣刑终44号 

原公诉机关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永明，男，1973年9月27日出生，汉族，

小学文化，个体，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因通过打岩钉方式擅自攀爬

三清山巨蟒峰，扰乱景区秩序，被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于2017年4

月15日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因涉嫌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于2017年4

月25日被取保候审，2019年8月12日被监视居住，2019年12月3日经原审

法院决定，次日由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上饶市

看守所。 

辩护人章新传，江西贤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毛伟明，男，1975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

无业，住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因通过打岩钉方式擅自攀爬三清山巨蟒

峰，扰乱景区秩序，被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于2017年4月15日处以

行政拘留七日；因涉嫌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于2017年4月22日被取

保候审，2019年8月12日被监视居住，2019年12月3日经原审法院决定，

次日由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执行逮捕，2019年12月30日因缓刑释

放。现在家候审。 

原审被告人张鹭，女，198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银

行职员，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因通过打岩钉方式擅自攀爬三清山巨

蟒峰，扰乱景区秩序，被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于2017年4月15日处

以行政拘留七日；因涉嫌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于2017年4月22日被

取保候审，2019年8月12日被监视居住，2019年12月30日被取保候审。

现在家候审。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

人张永明、毛伟明、张鹭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一案，于2019年12月26

日作出（2018）赣11刑初3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张永明对判决不服，

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依法讯问了上诉人，听取

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

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7年4月份左右，被告人张永明、毛伟明、张鹭

三人通过微信联系，约定前往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攀爬“巨蟒出山”岩柱

体（又称巨蟒峰）。2017年4月14日下午17时左右，张永明、毛伟明、

张鹭入住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的“女神宾馆”。2017年4月15日凌晨4时左

右，张永明、毛伟明、张鹭三人携带电钻、岩钉（即膨胀螺栓，不锈钢

材质）、铁锤、绳索等工具到达巨蟒峰底部。被告人张永明首先攀爬，

毛伟明、张鹭在下面拉住绳索保护张永明的安全。在攀爬过程中，张永

明在有危险的地方打岩钉，使用电钻在巨蟒峰岩体上钻孔，再用铁锤将

岩钉打入孔内，用扳手拧紧，然后在岩钉上布绳索。张永明通过这种方

式于早上6时49分左右攀爬至巨蟒峰顶部。毛伟明一直跟在张永明后面

为张永明拉绳索做保护，并沿着张永明布好的绳索于早上7时左右攀爬

到巨蟒峰顶部。在巨蟒峰顶部，张永明将多余的工具给毛伟明，毛伟明

顺着绳索下降，将多余的工具带回“女神宾馆”，随后又返回巨蟒峰，

攀爬至巨蟒峰10多米处，被三清山管委会工作人员发现后劝下并被民警

控制。在张永明、毛伟明攀爬开始时，张鹭为张永明拉绳索做保护，之

后张鹭回宾馆拿无人机，再返回巨蟒峰，沿着张永明布好的绳索于早上

7时30分左右攀爬至巨蟒峰顶部，在顶部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在工作

人员劝说下，张鹭、张永明先后于上午9时左右、9时40分左右下到巨蟒

峰底部并被民警控制，随后，三被告人被带到公安局。经现场勘查，张



永明在巨蟒峰上打入岩钉26个。经专家论证，三被告人的行为对巨蟒峰

地质遗迹点造成了严重损毁。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并有“专家意见”及专家的出庭说明

作为定案参考。 

1.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三公（金）受案字[2017]0074号《受案

登记表》、归案情况说明,抓获照片、抓捕视频及补正说明，证明张永

明、毛伟明、张鹭系被公安机关现场抓获归案。 

2.户籍证明，证明张永明、毛伟明、张鹭在案发时已年满18周岁，

均已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案发前三被告人均无违法犯罪记录。 

3.张永明、毛伟明、张鹭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补正说明，证明三被告

人商议攀爬巨蟒峰的经过及对攀爬巨蟒峰的违法性是有认知的，具有犯

罪的主观故意。（1）张永明与张鹭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3月24日张

鹭说:“到三清山坐个牢，也是人生梦想之一”、“抓走关两天，吃吃

班房饭”;2017年4月8日，张永明给张鹭发了一个巨蟒峰图片，说“先

这个”；4月12日张鹭发了一个刊登“攀登‘巨蟒’悬”的网址给张永

明并说：“他们猪啊，还要睡一晚才能登顶”、“我目前找遍了新闻，

都说爬到60米处，至今无人登顶”、“他们上不去”，张永明说：“我

们上”，张鹭说：“嗯”、“希望能上”、“......不过违法攀登估计

不能理赔”。（2）毛伟明与张鹭的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4月4日，张

鹭说:“想想一起被抓起来也是人生经历”；毛伟明说：“去吧”、

“闯”；张鹭说：“我已经打算好被抓了”；毛伟明说：“我反正破罐

子破摔”；4月14日张鹭说：“越暗越不引人注意”、“我们也半夜去

爬”。（3）张永明与“简单”（微信名）2017年3月24日的微信聊天记

录：“到三清山坐个牢，也是人生梦想之一”、“抓走关两天，吃吃班

房饭”。（4）张鹭与“刀锋”（微信名）的微信聊天记录：“真不怕



被抓，那还是去爬三清山啊，没人爬过”。 

4.上饶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制作的饶市公（网安）勘[2017]006号电

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以下称“电子证物记录”）（附光盘9张），证

明张永明的手机中有微信信息98740条（微信名：“宝马”）；张鹭的

手机中有微信信息354745条，视频160个（微信名：“阿根廷”）；毛

伟明的手机中有微信信息83442条（微信名：“那只是错觉”）。 

5.张鹭手机、无人机中的视频、截图及补正说明，证明张永明、毛

伟明携带了铁锤、扳手、攀岩保护器等攀岩工具实施攀爬，张鹭在攀爬

途中看见了挂片。 

6.张永明攀爬路线指认图，张永明、毛伟明、张鹭对攀爬线路指认

笔录、指认视频及情况说明，证明攀爬巨蟒峰的线路。 

7.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出具的三公（刑）勘[2017]0405号《现

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现场方位示意图、现场平面示意图、三公

（刑）照[2017]0405号（份号：01）《“2017.4.15”张永明等人故意

损毁名胜古迹案现场照片》（附勘验无人机视频），证明在巨蟒峰岩体

东侧发现岩钉18个，在岩体北侧发现岩钉8个。 

8.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出具的“关于‘张永明等人故意损毁名

胜古迹案’现场岩钉数量的情况说明”，证明认定岩钉数量为26个的依

据。 

9.扣押物品决定书、扣押清单、物证照片及见证人补正说明，证明

公安机关从三被告人处扣押了手机四部、铁锤、电钻、绳索、刀、攀岩

保护器（不锈钢材质）、岩钉二个（不锈钢材质），对讲机二台、头

盔、头灯、无人机一台等攀爬、照相工具。 

10.行政处罚决定书三份，证明张永明、毛伟明、张鹭因使用岩

钉、绳子攀爬巨蟒峰，扰乱景区秩序，被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于



2017年4月15日分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七日、七日。 

11.张鹭入住“女神宾馆”资料，证明张鹭于2017年4月14日16时49

分入住“女神宾馆”。 

12.三清山风景名胜区获得荣誉情况说明、相关荣誉资料及补正说

明，证明三清山风景名胜区于1988年荣获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评定，

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

为中国第七处、江西第一处“世界自然遗产”；2011年9月6日被国家旅

游局评定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2012年9月21日在第11届世界地质公园

大会上被纳入世界地质公园名录。 

13.关于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函、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图及补正说明，证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于2005年11月2日函复

江西省人民政府，要求切实加强风景名胜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严

格保护风景名胜区内的山体、地形地貌等风景名胜资源，确保风景名胜

区遗产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14.证人张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景区管理局执法

大队的职工，2017年4月15日上午7时左右，其接到范某的电话称有游客

擅自攀爬到“巨蟒出山”山顶上去了，大概7时20分左右，其在赶往

“巨蟒出山”的路途中看到巨蟒峰山顶上有两个穿红衣服的人，一男一

女，还有一个穿黄裤子的男的已经拉着绳子往下爬了，到巨蟒峰脚下的

时间是7时30分左右，其就让这名男子用对讲机叫另外两个人尽快下

来，后来另外两个人就陆续下来了，先下来的是那个女子，最后下来的

是那个红衣男子。等这三人都从山上下来后，公安机关把他们带走了。

其看到这几个人身上都绑了绳索，听到他们用铁锤敲打的声音，还看到

天上有一台无人机。 

15.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4月15日凌晨5时，其从“女神宾



馆”门口准备出发前往“玉台”看日出拍照片。到了“玉台”拍完照片

往下走到“杜鹃山庄”的时候接到管委会党政办主任纪永盛电话说有游

客攀爬巨蟒峰，让其赶紧去“巨蟒出山”景点附近拍照。7时左右，其

到达“女神宾馆”，抬头刚好看到一个男的身上背着绳索爬到巨蟒峰的

最顶峰，接着那个男的弯下腰走了几步用电钻在巨蟒峰顶部的岩石上打

孔，等打完孔固定完绳索后，将绳索往下面抛下去，然后另外一个男的

就从巨蟒岩体四分之三高度的松树处借助绳索往上爬，快到顶部了顶上

那个男的还伸手拉了他一把，过了几分钟第二个上去的男的就沿着绳索

下到松树的位置，这时他注意到松树那边还有一个女的，这两个人交流

了几分钟，女的就沿着绳索攀爬到了顶峰，第二个上去的那个男的沿着

绳索从松树处下到了巨蟒峰底部。那个女的上到顶部后，就和第一个上

去的男的交流，一边交流一边到处看风景，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女的就用

无人机拍视频了，拍完视频后将无人机收好，那个女的就沿着绳索下降

到了松树的位置，这时那个男的也从峰顶边往下爬边收绳子，到了松树

的位置后，女的就直接下到了巨蟒峰底部，男的也一边下一边收绳子下

来了，等他们全部下来后，派出所的民警把他们全部带走了。第二个爬

上去的男的大概7时30分左右就下来了，第一个爬上去的男的和那个女

的大概9时左右到底下的。其看到他们带了背包、绳索、无人机，听到

电钻钻孔的声音。其看到第一个上去的男的攀上顶峰以后用电钻打孔，

电钻的声音非常大。 

16.证人颜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三清山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2017年4月15日早上6时20分左右，其接到管委会党政办主任纪

永盛的电话说有人爬巨蟒峰，其从紫湖家里往巨蟒峰处赶，当其走到巨

蟒峰景点下面的一个凉亭位置，发现巨蟒峰顶部坐着一个人，等其再往

前走了一段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穿红色外套的人往上爬。7时40分左右，



其到了巨蟒峰山底下台阶的位置，看到景区管理局副局长范某、管委会

党政办主任纪永盛以及消防大队的战士，当时还发现一个穿黄色裤子的

男子正在“巨蟒出山”底部往上爬，纪永盛就向那个男子喊话，叫他下

来，喊了好几遍，过了十来分钟那个穿黄色裤子的男子爬下了“巨蟒出

山”，然后他们就跟该男子做工作，说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禁止攀爬

的，赶快用对讲机叫他的同伴下来，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个穿红色外套

的女子从岩顶沿着绳子下来了，再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个穿红色外套、

头戴安全帽的男子爬下“巨蟒出山”。其中一个女的是在快9点的时候

才下来的，另一个男子是9时30分左右下来的。 

17.证人范某的证言，证明2017年4月15日早上6时20分左右，其接

到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委员颜国忠的电话，说听管委会党政办主任纪

永盛说看到有人攀爬“巨蟒出山”景点，其就联系了“巨蟒出山”景点

边上的服务点老板老王，叫他去看看情况，老王看过后给其回电话说是

有三个人在攀爬“巨蟒出山”，于是其就组织景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一

起上山。7时30分左右，其走到“巨蟒出山”景点下面一个凉亭位置，

发现“巨蟒出山”顶上有一个人，峰顶下面一个有植物的平台上有一个

穿红色衣服的人正沿着绳子往上爬，7时50分左右，其走到“巨蟒出

山”下面的轿业服务点处，看到一个人正在峰顶上拉着绳子斜着身子好

像在拍照。8时06分左右，其与纪永盛到达“企鹅献桃”景点的岔路

口，发现了一个穿黄色裤子的男子正在“巨蟒出山”底下往上爬，爬了

大概十几米高，他们就向那个男子喊话，让他下来，喊了好几遍，那个

男子下到岩底，然后他们叫那个男子用对讲机叫上面两个人下来，9时

左右，一个穿红色外套的女子从岩顶沿着绳子爬下来了，9时45分，另

外一个穿深红色外套、头戴白色安全帽的男子爬下“巨蟒出山”，他们

下来后就被民警带到公安机关。 



18.证人林某的证言，证明其系三清山“女神宾馆”的负责人，

2014年4月14日下午13时24分，张鹭通过网络预订了其宾馆的房间，当

天下午16时30分左右，张鹭办理了入住手续。 

19.纪永盛、毛伟明、张鹭辨认笔录，证明（1）纪永盛辨认出张永

明、毛伟明、张鹭是攀爬巨蟒峰的三个人。（2）毛伟明辨认出张永

明、张鹭是与其一起攀爬巨蟒峰的人。（3）张鹭辨认出张永明、毛伟

明是与其一起攀爬巨蟒峰的人。 

20.2017年4月29日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三公（治）聘字

[2017]0006号“专家聘请书”，证明公安机关聘请罗照华、张百平、尹

国胜、赵志中四位专家的情况。 

21.张百平、尹国胜、赵志中、罗照华的职称证书、简历及补正说

明，证明罗照华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张百平系中国科学院地

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赵志中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所研究

员，尹国胜系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四位专家系地

学专家，具有对本案出具“专家意见”的专业知识。 

22.《关于“4.15”三名游客攀爬三清山世界级地质遗迹点巨蟒峰

损毁的意见》(以下简称“专家意见”)，证明三被告人的行为对世界自

然遗产的核心景观--巨蟒峰造成了严重损毁。“专家意见”的内容：

2017年4月28日-29日，受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的委托，罗照华、张

百平、赵志中、尹国胜四名地学专家组成专家组，就4月15日三名游客

攀爬三清山世界级地质遗迹点“巨蟒出山”（以下称巨蟒峰）造成的损

毁情况进行研讨分析。专家组成员通过实地勘查、证据查验，经充分讨

论，形成意见如下：（1）三清山巨蟒峰地质遗迹点价值：三清山以花

岗岩峰林地质遗迹景观为主体，具有世界突出普遍价值和世界级的地质

遗迹，于2008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12年9月成为世界地



质公园。巨蟒峰地质遗迹点是公园内珍贵的标志性景观，是不可再生的

珍稀自然资源性资产，也是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产，具有重大科学价

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2）巨蟒峰地质遗迹点的成因与结构特

点：三清山巨蟒峰地质遗迹点，是花岗岩体在多组节理构造切割下，再

经由长期自然风化和重力崩解作用形成的巨型花岗岩石柱，垂直高度

128米，最细处直径仅约7米，花岗岩柱体上分布有多组（多个方向）节

理构造切割形成的结构面。花岗岩属于脆性岩石，因多项节理切割结构

面的存在和长期自然风化与重力崩解作用形成四周临空的花岗岩柱，在

自然常态下，是一个经历长期自然风化与重力崩解形成的相对平衡稳定

的花岗岩柱体。但在遭受非常态外力作用下（如地震等自然外力和人为

外力作用），这个四周临空、分布有多项节理切割结构面的细长花岗岩

柱体，将可能因失去自然平衡而崩解。（3）游客攀爬巨蟒峰地质遗迹

点造成的损毁情况：三名游客通过对巨蟒峰地质遗迹点（花岗岩柱体）

进行电钻钻孔、钉入膨胀螺栓（25个，详情见实物及数据），并通过绳

索向上攀爬的行为，对巨蟒峰地质遗迹点（花岗岩柱体）造成以下影响

及危害：①25个膨胀螺栓钉入巨蟒峰地质遗迹点（花岗岩柱体），对该

处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级地质遗迹点）的基本属性（自然性、原始性、

完整性）造成严重破坏。②25个膨胀螺栓属于钢铁物资，钉入巨蟒峰地

质遗迹点（花岗岩柱体）会直接诱发和加重物理、化学、生物风化，形

成新的裂隙，加快花岗岩柱体的侵蚀进程，甚至造成崩解。③巨蟒峰地

质遗迹点（花岗岩柱体）的最细处，具有多组多向节理结构面，是岩柱

体的脆弱段，已至少被钉入4个膨胀螺栓，加重了花岗岩柱体结构的脆

弱性。综上所述，“4.15”三名游客的攀爬行为对巨蟒峰造成了严重损

毁。 

23.“专家意见”告知笔录，证明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向张永



明、张鹭、毛伟明依法告知了该“专家意见”。 

24.专家张百平、尹国胜出庭对“专家意见”作出的说明，证明三

被告人的行为对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景观--巨蟒峰造成了严重损毁。

（1）专家张百平在庭审时说明的主要内容：世界自然遗产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通过基层科学家、国家科学家、世界科学家的共同认定确定的

全世界级别最高的自然景观，所在国有义务和责任给予最严格的保护。

三清山是非常重要和典型的花岗岩地貌所组成的岩柱和各种地貌，特别

是巨蟒峰，巨蟒峰的形成对我们专业的来讲是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因

为花岗岩是属于球型风化的，很难形成特别高的柱子，巨蟒峰这样一个

128米高独立的花岗岩柱子，在全球地质界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所以也特别宝贵，它作为三清山自然遗产的最核心的部分，需要对它进

行最严格的保护。对一个东西的破坏，我们主要从它属于什么样的价值

体系来判断，巨蟒峰是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部分，它和一个普通的石头

是完全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对它的破坏，不能等同于一块石头，它

是世界自然遗产，是世界最高级别的景观，在上面打25个钉子，从我们

专业来讲就是严重的破坏。上面的钉子如拔出来就会形成第二次损坏。

（2）专家尹国胜在庭审时说明的主要内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在世

界上、在国际上要有唯一性、可辨识性。三清山最具有世界价值并有标

识性意义的独一无二景观就是两个，即巨蟒峰和“东方女神”峰。当时

勘查时发现了25个岩钉，该25个岩钉对巨蟒峰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自然遗产体现的是一个自然过程，这个自然演化的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

过程，已经破坏了的东西，就是取出来修补，但是不能复原，这是一个

永久性的伤害。岩钉取下来和不取下来，都会造成二次伤害。不取下

来，这些岩钉是膨胀螺丝，属于钢铁物质，遇水会产生化学反应即锈

蚀，通过观察，他们在完整的巨蟒峰岩体上用电钻钻洞，然后打入岩



钉，这个之间会有一些缝隙，这个缝隙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个薄弱地方

会加速风化，在热晒、雨淋、冰冻的气候条件诱发下，会加速风化，特

别是冰冻，水变成冰，体积会膨胀，在几种风化作用下，会加速巨蟒峰

的风化速度和缩短它的寿命。如果拔出岩钉，可能造成更糟糕的事情，

拔出岩钉就会留下一个洞，这个洞在热晒、雨淋，与外界空气水分接触

或遇到冰冻等物理和化学的综合作用，造成的影响比不拔出来影响更

大。岩钉会加速巨蟒峰的风化，目前没有具体数据说明，但是，根据科

学的基本原理和外力地质作用的基本常识，会加速巨蟒峰的风化是毫无

疑问的，目前只能给个定性结论--加速。不能说只有巨蟒峰倒塌了，才

是损害结果，不能把对巨蟒峰这一世界自然遗产的损害，当做对一个普

通花岗岩的损害来对待，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5.被告人张永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1）他们是攀岩爱好者喜欢

爬“柱子”，这次来三清山是通过微信和打电话的方式商量的，2017年

4月14日上午10时左右，其开车到毛伟明家里接到毛伟明，在路上和张

鹭联系，让张鹭坐火车到玉山，下午15时左右，在玉山离高速不远的路

边接到张鹭，17时左右到三清山，张鹭先坐索道上去，到“女神宾馆”

开房间，其和毛伟明后面坐索道上去与张鹭会合，到宾馆后，把带来的

装备放到房间，他们就到外面去找“柱子”，发现“巨蟒出山”，在

“巨蟒出山”周边转了几圈，在栈道下面，他们发现有一条小路可以通

到“巨蟒出山”岩体的底部，回到宾馆后就决定凌晨去爬“巨蟒出

山”。4月15日凌晨3时左右，他们从宾馆出发到“巨蟒出山”景点，他

们沿着一条小路走到“巨蟒出山”的底部，在此整理了装备，到凌晨4

时左右，其先爬，在有危险的地方打岩钉，毛伟明、张鹭在下面帮其做

保护，做保护的人就是负责拉住绳子，万一其掉下来，他们可以拉住绳

子，防止其掉到地上，如果缺少了做保护的人，其在攀爬“巨蟒出山”



的过程中会不安全，同时也会减慢其攀爬的速度。其先带着电钻、挂

片、岩钉徒手爬，爬了十几米的时候就比较陡了，其就开始用电钻打洞

上去了，毛伟明和张鹭在“巨蟒出山”山脚下拉住安全绳做保护。其一

直爬到顶部，整个过程大约花了1个多小时，其到顶后，通过安全绳把

电钻、多余的岩钉等工具递给毛伟明，让其带回宾馆，张鹭按照其布的

线爬上去了。主要在“巨蟒出山”距离底部十几米的地方、三、四十米

的地方和距离顶部一、二十米的地方钻了孔，一共在岩体上钻了十几个

孔，具体几个记不清了，打孔的地方攀爬的难度比较大，在岩体上留下

了其钻的孔、岩钉、挂片及一根钢管。其带了一把电钻、二十个左右岩

钉、十一二把快挂、三把主锁、二三根扁带、一个上升器、一把铁锤、

一把扳手、一顶安全帽、两根静力绳，毛伟明带了安全带、快挂，张鹭

带了安全带、快挂、一架无人机。6点多钟就被发现了，大概8、9点下

到山脚下，是景区工作人员叫他们下来的，下来后就被民警带到公安机

关去了。（2）他们攀爬未经景区管理部门同意。他们在凌晨4点左右开

始攀爬，不容易被景区管理人员发现，怕被工作人员发现，阻止他们攀

爬。（3）十几年前知道三清山是国家4A级景区，现在是什么级别不清

楚，知道“巨蟒出山”景点是一根“柱子”，而且没有人爬上去过，想

去挑战一下。 

26.被告人毛伟明的供述与辩解，证明（1）2017年4月14日上午9时

左右，张永明给其打电话，让其一起到江西这边攀岩玩，计划有三清

山、龟峰等几个地方，其同意了。10时左右，张永明开车带其从台州前

往三清山，14时30分左右在玉山下高速，张鹭从杭州坐动车也到玉山

了，其和张永明在玉山高速路口不远的地方接到张鹭，然后一起前往三

清山，三个人坐缆车上山，张鹭在来的路上就订了山上“女神宾馆”一

个房间，下了缆车后，他们就赶到宾馆把装备放下，他们就出去玩，路



过“巨蟒出山”，张永明探察了一下就说这个巨蟒是花岗岩，岩质比较

好，有利于借助器械攀爬，还比较安全，明天可以爬，他们就确定第二

天凌晨过来攀爬“巨蟒出山”岩体。第二天凌晨3时左右，他们起床离

开宾馆前往“巨蟒出山”，4时左右开始攀爬，张永明打头，张永明通

过打钢钉、挂绳索的方式往上爬，其跟在张永明后面爬，张鹭在底下做

保护，后来，张鹭回到宾馆拿无人机，张永明继续往上爬，其一人帮张

永明做保护，张永明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攀爬登顶，垂下绳索，其就顺着

绳索登顶了，在顶上待了几分钟，张永明叫其将多余的装备带回宾馆，

其就背着两个包下来了，从宾馆返回后又爬到10多米处，被工作人员劝

下。张鹭顺着绳索爬上了顶峰，他们两个人在顶上用无人机拍视频。张

鹭大概9时左右到达地面，张永明大概9时40分左右到达地面，下来后，

他们三人就被民警带到派出所了。在整个攀爬过程中，听张永明说带了

30个钢钉，总共在“巨蟒出山”岩体上打了大概20个左右钢钉。张永明

通过打钢钉、挂绳索的方法往上爬，钻孔打钢钉是张永明实施的。他们

带了静力绳、膨胀螺钉（自带挂片）、电钻、钻头、上升器、下降器、

快挂扣、铁锤、凿子、刀子、充电器、安全带、无人机等工具和设备。

（2）他们来三清山是通过手机、微信、对讲机联系的，张永明和张鹭

都跟其提过要来三清山攀爬，这次来三清山是张永明提出的，其和张鹭

都赞成，就一起来三清山了，其知道三清山是国家5A级风景名胜区。攀

爬“巨蟒出山”没有得到管理部门的允许，是他们的私自行为。 

27.被告人张鹭的供述与辩解及在行政处罚阶段的陈述，证明（1）

一个礼拜前，其与“宝马”（张永明）、“错觉”（毛伟明）约定好这

个周末一起来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巨蟒出山”景点攀岩。2017年4月14

日，其从杭州坐高铁到玉山，张永明跟毛伟明是开车来的，其在玉山下

车大概14时左右，16时左右与张永明他们会合，之后坐张永明的车子来



三清山，其通过网络在“女神宾馆”订了一间房，其先上山，17时左

右，其入住“女神宾馆”，后来张永明跟毛伟明也上山到了“女神宾

馆”。到宾馆后，其一个人带着无人机到了“巨蟒出山”边上的平台试

飞了一下，张永明和毛伟明两个人就在“巨蟒出山”附近转了一下，具

体做了什么不清楚。18时左右，张永明他们用对讲机叫其回宾馆吃饭，

在吃晚饭的时候，张永明和毛伟明决定爬“巨蟒出山”。4月15日凌晨1

时50分左右，在“女神宾馆”门口整理装备，做准备工作，其还用手机

拍了张永明和毛伟明整理装备的照片，之后他们在宾馆的房间里面聊

天，4时左右从宾馆出发，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出去的时候还要开头灯

的，等他们翻过护栏爬到“巨蟒出山”底部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们在

攀爬过程中一直没有开过头灯。他们三个人来到“巨蟒出山”，稍作准

备后，张永明和毛伟明两个人就开始攀爬了，张永明先开始往上爬并打

保护点，张永明是通过将岩钉打入岩壁做出了一些固定绳索保护点。当

时天还没亮，在当时的环境里（树丛中）其看不见毛伟明，只知道毛伟

明也在攀爬。绳索与张永明连在一起，一头挂在张永明身上，通过对讲

机沟通，其在山脚下理绳子，他们在布线的时候，其在下面拉绳子配合

做一些保护工作。过了10多分钟，其就通过对讲机和张永明、毛伟明说

回宾馆拿无人机准备在“巨蟒出山”岩顶航拍，后来返回到“巨蟒出

山”，通过对讲机问张永明、毛伟明是否可以往上爬，他们说可以，大

概早上5点多的时候，其就通过绳索、器械往上攀爬，大约早上6点左

右，其到达了“巨蟒出山”岩体的第一个平台，其拿手机出来拍了周边

的风景。其在第一个平台没有逗留太久，张永明就已经将第二根绳索布

好了，其就沿着张永明布好的绳索往上升，上升的途中，毛伟明用另外

一根绳索下滑，其使用对讲机问毛伟明要不要回宾馆，要回去的话把无

人机的备用电池带过来，之后其就一直爬到“巨蟒出山”顶部，其爬到



顶部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在上面和张永明一起吃了点东西休息了一

下，其就把无人机装好开始起飞航拍，整个航拍的过程持续了大约40分

钟左右。公安机关用毛伟明的对讲机叫他们下来，他们就把无人机降下

来就下来了。张永明在后面一边收绳索一边往下爬。下来后民警就将他

们三人带到公安机关来了。其带了无人机、安全带、安全帽、快挂、保

护器、头盔、扁带、对讲机等。（2）其知道三清山是5A级景区和世界

自然遗产。知道攀岩往岩石钻洞打钉子会对景点带来破坏，其意识到攀

岩活动可能会被公安机关处罚，知道在三清山翻越栏杆、刻划、涂污是

要罚款的。选择早上4、5点攀爬，是怕人多了被发现，想爬完了就走，

也不想被抓。 

28.张永明“到顶时间自述”、张鹭“坦白书”、毛伟明“坦白

书”，证明（1）张永明于2017年4月15日早上6时49分左右登上巨蟒峰

峰顶。（2）毛伟明开始攀爬的时间在2017年4月15日早上4点左右，7点

左右爬到巨蟒峰顶部，在攀爬时，看到挂片，知道张永明打了岩钉。

（3）张鹭开始攀爬的时间为2017年4月15日早上5时30分左右，7时30分

左右到达顶部，8时40分左右往下爬，在攀爬过程中看到了挂片，他们

是以打岩钉方式往上爬的。 

原审法院认为：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不可再生

的珍稀自然资源性资产，应当受到法律最严格的保护。被告人张永明、

毛伟明、张鹭在巨蟒峰上钻孔打岩钉的行为，对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

质公园、国家重点保护的三清山风景名胜区中的核心景点巨蟒峰已造成

严重损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

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成立，予以支持。 

三被告人事前有通谋，在攀爬中互相配合，共同完成攀爬行为，系



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张永明首先提出攀爬巨蟒峰，具体实

施钻孔打钉的损毁行为，系主犯。其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其系

初犯、偶犯，有认错表现，可酌情从宽处罚。被告人张永明因本案被行

政拘留十日予以折抵刑期。 

被告人毛伟明在张永明的攀爬过程中一直为张永明拉安全绳做保

护，并帮助张永明拿工具，在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对

其从轻处罚；其认罪悔罪，系初犯、偶犯，可酌情从宽处罚。 

被告人张鹭认罪悔罪，可酌情从宽处罚，其只在张永明、毛伟明攀

爬的开始阶段，拉安全绳做保护，在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系从犯，

但比毛伟明的作用更小，犯罪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 

综上，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保护名胜古迹，保护世界自然遗产，

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原审法院根据被告人张永明、毛伟明、张鹭

的犯罪事实、情节、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四

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

条，第三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

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项的

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人张永明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立即缴

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

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2月4日起至2020年11月23日止。）

二、被告人毛伟明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

定之日起计算。）三、被告人张鹭犯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免予刑事处

罚。四、对扣押在案的犯罪工具手机四部、无人机一台、对讲机二台、



攀岩绳、铁锤、电钻、岩钉等予以没收。 

被告人张永明上诉提出：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专家

意见”不可采信。2.张永明的行为不可能造成巨蟒峰的损毁。3.张永明

没有损毁巨蟒峰的主观故意。4.原审判决对张永明定罪量刑证据不足。

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其无罪。 

张永明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和申请：1.原审判决认定张永明

的行为致使巨蟒峰“严重损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专家意

见”非法定“（专家）检验报告”，不足采信。（2）“专家意见”与

原江西赣东北地质大队研究院院长邱良明的论证报告完全相反。辩护人

向法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请求二审法院向江西地勘局赣东北大

队研究院调取邱良明2001年就巨蟒峰整体稳固性所作论证报告。案涉

“专家意见”被不胜枚举的登山实践所否定。（3）事实上，张永明的

行为不可能造成巨蟒峰的“严重损毁”。如张永明打入岩钉构成故意损

毁名胜古迹罪，那么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在巨蟒峰上安装监测

设施的行为如何定性。2.本案因证据存疑宜作“疑罪从无”——张永明

应作无罪处理。3.张永明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定与酌定情

节。（1）张永明具有坦白的法定情节。（2）酌定情节有两点，一是长

约8厘米直径1厘米的岩钉打入岩体才2—3厘米，二是巨蟒峰附近未见

“严禁攀爬”的指示牌，且《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也未禁止攀

爬。（3）张永明系初犯、偶犯。请求二审法院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

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或者从轻、减轻处罚——适用缓刑或者免除处

罚。 

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的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已在

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质证。本院经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

及所列的证据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张永明所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根

据本案的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的证据采信问题。 

关于张永明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专家意见”不可采信的辩解、辩

护意见。 

经查：1.本案中，三被告人打入26个岩钉的行为对巨蟒峰造成严重

损毁的程度，目前全国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可以进行鉴定，但是否构

成严重损毁又是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对案件

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司法鉴定机构，或者法律、司法

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

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经人民法院通知，检验人拒不出庭

作证的，检验报告不得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故对打入26个岩钉的行

为是否对巨蟒峰造成严重损毁的这一事实，依法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

行检验合情合理合法。 

2.本案中的四名专家，罗照华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张百

平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赵志中系中国地质科学

院地质力学所研究员，尹国胜系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四位专家系地学专家，都长期从事地学领域的研究，都具有地学领

域的专业知识，在地学领域发表过大量论文或专著、或主持过地学方面

的重大科研课题，具有对巨蟒峰受损情况这一地学领域的专门问题进行

评价的能力。四位专家均属于“有专门知识的人”。 

3.四名专家出具专家意见系接受侦查机关的有权委托，依据自己的

专业知识和现场实地勘查、证据查验，经充分讨论、分析，从地质学专

业的角度对打岩钉造成巨蟒峰的损毁情况给出了明确的专业意见，并共



同签名。且经法院通知，四名专家中的两名专家即张百平、尹国胜以检

验人的身份出庭，对“专家意见”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接

受了控、辩双方及审判人员的质询。“专家意见”结论明确，程序合

法，具有可信性。 

综上，本院认为本案中的“专家意见”从主体到程序符合法定要

求，同时专家以检验人身份出庭接受了控、辩双方及审判人员的质询，

从证据角度而言，“专家意见”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检验报

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本院予以采信。张永明及其辩护人上诉

提出“专家意见”不可采信的辩解、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

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本案的损害结果问题。 

关于张永明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打岩钉攀爬行为不可能造成巨蟒峰

“严重损毁”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并申请二审法院向江西地勘局赣东北

大队研究院调取邱良明2001年就巨蟒峰整体稳固性所作论证报告的问

题。 

经查：1.关于张永明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的其打岩钉攀爬行为不可

能造成巨蟒峰“严重损毁”的辩解和辩护意见。三清山于1988年经国务

院批准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8年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2012年被列入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巨蟒峰作为三清山核心标志性景观独

一无二，弥足珍贵，其不仅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自然资源型资产，也是可

持续利用的自然资产，对于全人类而言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

经济价值。巨蟒峰是经由长期自然风化和重力崩解作用形成的巨型花岗

岩体石柱，垂直高度128米，最细处直径仅7米。本案中，侦查机关依法



聘请的四名专家经过现场勘查、证据查验、科学分析，对巨蟒峰地质遗

迹点的价值、成因、结构特点及三被告人的行为给巨蟒峰柱体造成的损

毁情况给出了“专家意见”。四位专家从地学专业角度，认为被告人的

打岩钉攀爬行为对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景观巨蟒峰造成了永久性的损

害，破坏了自然遗产的基本属性即自然性、原始性、完整性，特别是在

巨蟒峰柱体的脆弱段打入至少4个膨胀螺栓（岩钉），加重了巨蟒峰柱

体结构的脆弱性，即对巨蟒峰的稳定性产生了破坏，26个膨胀螺栓会直

接诱发和加重物理、化学、生物风化，形成新的裂隙，加快花岗岩柱体

的侵蚀进程，甚至造成崩解。“专家意见”认定了“严重损毁”。综

上，张永明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的其打岩钉攀爬行为不可能造成巨蟒峰

“严重损毁”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张永明的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据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规定，辩护律师

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向证人或者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人

民法院认为确有收集、调取必要，且不宜或者不能由辩护律师收集、调

取的，应当同意。经本院审查，本案辩护人据以申请调取证据的线索来

源于2001年10月19日《江西日报》刊登的“攀登‘巨蟒’悬！”一文，

该文中提及江西地勘局赣东北大队研究院邱良明说“巨蟒”的稳固性没

有大碍，地质勘测部门对巨蟒峰岩石的整体稳固性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但该文同时提及地质勘测部门特别强调，在攀登过程中，在裂隙发育处

尽量不要撞击、打眼（钻），以免破坏“巨蟒”局部形象，在顶部不要

单边悬挂超重物体，以保持应力平衡。该文提及的稳固性论证并不能证

明本案辩护人提出的张永明打岩钉的行为不构成对巨蟒峰的严重损毁，

且该文提到的“巨蟒峰攀岩大奖赛”实际上也并未举行。综上，本院认

为并无必要向江西地勘局赣东北大队研究院调取邱良明2001年就巨蟒峰



整体稳固性所作的论证报告，故对辩护人的该项申请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的主观故意问题。 

关于张永明上诉提出其没有损毁巨蟒峰的主观故意的辩解意见。 

经查，三被告人在微信聊天中明知攀爬巨蟒峰的违法性，甚至知道

会坐牢，仍然要去攀爬巨蟒峰。二审法院在提审张永明时，张永明称其

所发微信内容不是他自己所写，而是复制转发的。该辩解不能否认其对

攀爬巨蟒峰的违法性的认知，且其对法律的认识错误并不影响其行为的

性质和危害性。张永明认可其具有打岩钉攀爬巨蟒峰的故意，但没有损

毁巨蟒峰的故意。攀岩作为一项体育运动，主要分为徒手攀岩和借助器

械攀岩。借助器械进行的攀岩，其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环境的损害是显

而易见的，关键在于该损害是否在合法合理范围内。《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四条第一款规定“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

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本案三被告人作为

经常从事攀岩活动人员，对于三清山名胜风景区核心景观巨蟒峰的独一

无二的价值是明知的，打入的26个岩钉未经过专家论证，从下至上对岩

柱体造成通体性的破坏，事实上即是对损毁巨蟒峰存在放任的故意。张

永明上诉提出的其没有损毁巨蟒峰的主观故意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能

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在巨蟒峰周围

安装监测设施，系案发后为防止他人攀爬保护公共利益而设，与本案无

关。 

四、关于本案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 

关于张永明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的定罪量刑证据不足，应依照疑罪

从无原则改判张永明无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 

经查，三被告人通过打岩钉攀爬巨蟒峰，造成巨蟒峰严重受损的事



实，有三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

三被告人自行拍摄的原始视频、证人证言、现场扣押的手机、无人机、

对讲机、攀岩绳、铁锤、电钻、岩钉等作案工具以及专家意见等充分、

确凿的证据予以证实。三被告人故意损毁国家法律保护的名胜古迹，造

成严重损毁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

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第（一）

项规定，属于刑法上的“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张永

明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的因定罪量刑证据不足，从而应依照疑罪从无原

则改判张永明无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

采纳。 

五、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问题。 

关于张永明辩护人上诉提出的应充分考虑张永明具有从轻、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的法定与酌定情节的辩解和辩护意见。 

经查，现有证据表明，被告人张永明、毛伟明、张鹭在巨蟒峰上实

施钻孔打岩钉的行为过程中，事前有通谋，在攀爬中互相配合，共同完

成攀爬行为，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张永明首先提出攀爬巨蟒

峰，具体实施钻孔打钉的损毁行为，系主犯。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

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对张永明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是已充分考虑张永明具有坦白情

节，以及系初犯、偶犯，有认错表现等情节，酌情做出的从轻处罚。张

永明辩护人上诉再次提出的张永明具有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法定与酌定

情节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是受我国刑法保护的名胜古迹。



三清山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名录，巨蟒峰地质

遗迹点是其珍贵的标志性景观和最核心的部分，既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自

然资源性资产，也是可持续利用的自然资产，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美学

价值和经济价值。被告人张永明、毛伟明、张鹭违反社会管理秩序，采

用破坏性攀爬方式攀爬巨蟒峰，在巨蟒峰花岗岩柱体上钻孔打入26个岩

钉，对巨蟒峰造成严重损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损毁名胜古

迹罪，应依法惩处。本案对三被告人的入刑，不仅是对其所实施行为的

否定评价，更是警示世人不得破坏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从而引导社会

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珍惜和善待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一审法院根据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量

刑情节所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张永明及其辩护人请求改判无罪等上诉

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三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对三被告人的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第一款第（一）项的

规定，裁定如下： 

一、驳回被告人张永明的上诉； 

二、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胡淑珠 

审判员  黄训荣 

审判员  王慧军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王  倩 

书记员   万苗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