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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总装分厂航空产品班班长钱得顺
□本报记者 马超

□本报记者 盛丽 通讯员 陈淼璐 张婷婷

———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周维平

对待刑事审判“锱铢必较” 解决群众困难传递温情

“刑事审判要求的是精准，
忌讳的是模糊， 要锱铢必较， 精
益求精。” 聊起刑事审判工作时，
第六届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 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
庭长周维平这样说道。 2011年以
来， 他先后承办了 “北京市强制
医疗申请复议第一案” 等重大疑
难复杂案件 ， 累计办案 1100余
件， 无一被评定为差错。 每起案
件背后， 都有他一头扎进案山卷
海， 竭力找寻证据细节、 审慎分
析证据关系的身影。

在纪某某等合同诈骗案中，
多名被告人长期在线上匿名批量
虚构某商城订单、 循环签订电子
合同、 骗取大量贷款， 并在商城
内部账户与数十个银行账户之间
打散后多次反复转移。 为确认每
一笔案款转移路径及最终去向，
分析微信记录等证据材料与案件
的相关性， 周维平带着助理一头
扎进海量的电子数据中， 从熟悉
电子商务及线上贷款规则开始，
逐条查证每笔资金的转移路径。
期间， 他数十次展开庭外调查，
就几十项证据问题建议补充侦
查， 最终厘出清晰的资金转移路

径图， 准确认定犯罪金额并作出
精准判罚。

在一起危险驾驶案中， 上诉
人相继提交了20余份数百页的上
诉理由、 辩护意见、 程序申请书
及证据材料。 周维平本着 “让当
事人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的理念， 在归纳整合
并全面记载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从 “侦查程序是否违法” “一审
程序是否违法” “一审采信证据

是否错误” “一审认定事实是否
错误” “二审应否认定非法证据
并予以排除” “二审应否通知相
关证人、 鉴定人出庭” “二审应
否重新鉴定” “上诉人本案行为
性质认定” “所提交其他材料的
评价 ” 等９大方面１８个小方面 ，
用17000余字篇幅逐项回应当事
人意见， 全面阐述裁判理由， 实
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

周维平认为， 办案不仅要打
击犯罪， 还要切实解决百姓的纠
纷和困难。 他始终把人民群众放
在心头， “要让刑事审判成为一
道光， 既能传递司法温度， 也要
彰显人间真情。”

在某起刑事案件宣判后， 为
确保一名京外户籍的被告人取保
后能安全离京返乡， 周维平与被
告人亲属、 公安机关等在京单位
多方沟通协调、 理顺各个流程节
点。 释放当日， 他与法官助理一
同将该被告人顺利送上返乡的列
车， 避免被告人因新冠肺炎疫情
原因滞留北京无处安身。

在王某危险驾驶罪一案中，
一审法院因王某抽血检测结果超
过醉驾标准认定其构成危险驾驶
罪， 王某不服提起上诉。 周维平
通过阅卷发现 ， 派出所出示的
《关于小区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
行的情况说明》 缺少办案民警的
签名， 与法律规定不符， 因此对
该小区路段是否属于 《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的
“道路” 存有疑惑。 为了查明案
件事实， 保障当事人权利， 周维
平数次来到该小区进行现场勘

验， 并询问小区物业公司、 上诉
人王某、 报警人梅某， 形成相应
笔录， 证明该小区实行严格的管
理制度， 不允许社会不特定车辆
进出， 事发路段不属于道交法规
定的 “道路”， 避免了当事人受
到不当追究。

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的作风
需要坚守，也要传承。在担任副庭
长后，带好队伍、培养新人成为周
维平给自己布置的新任务。 他性
格温和，平日里总是带着笑意，但
在面对案件时却常常对助理们抛
出“致命三连”：“这个判断的依据
是什么？这个依据有条文规范吗？
你能提供具体的出处吗？ ”他严格
到近乎苛求的培养， 让助理们在
案例、 信息和论文等多方面迅速
成长为主力能手， 成为守护公平
正义的新生力量。

为让更多的人从看似冰冷、
枯燥的法律条文下感知其中的脉
脉温情与丝丝暖意， 周维平主动
扩展工作边界， 多次利用业余时
间前往医疗机构、 法学院校等普
及法律知识， 参加授课研讨， 交
流审判经验。 2022年， 他被评为
北京一中院 “身边榜样”。

听声辨障快速定位故障

钱得顺2006年进入公司， 师
承全国劳动劳模、 高级技师刘文
厚。 工作之初， 他认真学习相关
产品的装配技能， 不断提高自己
的各项能力， 逐步成长为公司重
点军品型号项目生产及科研试制
的领军人物。

在钱得顺承担的某飞机环控
系统科研试制及生产任务中， 该
装置的核心动力部件压缩机是国
内首家自主研发的应用于大功率
无油润滑涡旋式压缩机， 它的性
能直接影响系统的制冷效果， 进
而影响机载雷达能否正常工作。
从最初的原理样机到目前的批量
生产， 钱得顺一直参与其中， 与
设计工艺人员一同解决试制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涡旋式压缩机操作过程
中， 钱得顺总能以快、 稳、 准的
操作绝技快速角度定位， 并实现
设计要求。 他将这一操作过程形
成系统的操作规范———“无油涡
旋压缩机动平衡调试钱得顺特色
操作法”， 即使未接触过的人员，
经过学习后也能很快上手操作。
在后面的生产过程中， 徒弟们都
使用该操作法进行动平衡， 将一
台产品动平衡调试时间从15小时

降到6小时， 效果显著。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 钱得顺

通过压缩机转动过程中发出的声
音， 来判定产品的性能是否达到
指标， 通过听声辨识出压缩机存
在哪方面故障， 在500多个零部
件里调整上百种细微的问题， 一
看一听做出正确判断， 快速进行
故障定位， 保证每一套产品达到
设定指标。

攻坚克难的“主攻手”

“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精

一行” 是钱得顺经常挂在嘴边的
口头禅， 他以敢啃 “硬骨头” 的
勇气不断进行工艺攻关。 在解决
某飞机制冷组件发泡泄漏问题工
艺创新中， 工艺改良使发泡时间
由改进前的510分钟降到现在的
150分钟， 节省时间360分钟， 提
高效率70%； 在基于人机协作机
器人的提升方案课题实施中， 单
工位效率提高45%， 双工位效率
提高40%， 有效满足全年生产任
务的完成； 在技能上他总结提炼
航 空 紧 固 件 打 保 险 四 步 法 ，
编 制 航空紧固件打保险基本原

则等相关规范， 有效提高了员工
打保险的操作技能， 以及打保险
的效率……

在一件件工作背后， 钱得顺
付出的努力和所做的工作远比想
象的多。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 为了克服班组人员居家隔离
所带来的人员短缺影响， 更好地
完成电子组件及舵翼组件装配任
务， 他通过改进电子组件的垫片
导热硅胶的刷涂方式及绝缘垫片
的粘接方式等， 大大提升装配效
率， 由原来的每人每天2个提升
至8个； 通过改进舵翼组件扭簧
的装配方法， 省去了工装装卡的
时间 ， 并优化了过程记录等工
序， 提升了装配效率， 改进后由
原来的每人每天10个提升至50
个。

多年来， 钱得顺潜心于本职
工作却又不甘于循规蹈矩， 总能
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 解
决问题， 完成了 “改进某型产品
清洗设备” “改进某气密检测方
法 ” “改进某型产品动平衡工
装” “基于人机协作机器人的使
用提升方案 ” “航空 紧 固 件 打
保险1234法 ” “蒸发器绝缘铝
箔 三 绕 法 ” “ 某 吊 舱 电 缆 绑
线压扣法 ” 等一系列操作法 ，
成为名副其实的攻坚克难 “主攻
手”。 通过改进工艺技术， 他累

计为公司节约、 创造价值近600
余万元。

创建学习型班组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
传承是无限的。 ”2020年，公司创
立“钱得顺创新工作室”。 作为工
作室领军人，钱得顺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所学传授给他人 ， 带出
了一批优秀的技能骨干。

钱得顺根据不同产品的特
性、 员工的自身特点， 充分调动
员工的积极性， 带领班组成员一
次次出色完成生产任务， 打造了
一支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高效团
队。 在完成生产任务、 班组管理
和课题攻关外， 他积极发挥 “传
帮带” 作用， 为企业培养后备人
才， 在他的带动下， 班组多位年
轻职工现已成为军品装配生产骨
干。 在他的引领下， 航空产品班
多次被评为公司级 “优秀班组”
“质量信得过班组”， 并先后获得
全国及兵器行业 “优秀质量管理
小组成果一等奖”。

“择一事终一生， 不为繁华
易匠心， 不舍初心得始终。” 钱
得顺就是怀揣着这样的初心， 着
力解决科研产品工程优化、 工艺
效能提升等问题， 勇做砥砺前行
的实干者。

作为集团关键技能带头人， 现任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总装分厂航空产品班班长的钱得顺十多年来始终专注于军品装
调工作， 练就出一手压缩机领域听声辨障的绝活。 由他改进的某飞机环境控制系统核心部件压缩机的装配工艺已达到国际
先进、 国内领先的水平。

听声辨障的压缩机“神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