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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
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
希望，走进这城门……”1938年 11月，诗
人何其芳在延安记录下了知识分子如潮
水般涌来的“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这
壮观的一幕，是中国共产党重视人才的
生动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军事战略的
展开，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部队逐渐扩
大，为解决干部缺乏问题，中国共产党大
力开展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参军及加入
干部队伍工作。

1939年6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
《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
问题的训令》，指出：吸收新的革命知识
分子参加军队工作，已成为目前干部工
作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9年 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
草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

定。这一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党内
正式文件指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
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决定下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
织开始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工作，掀起一
场知识分子“抢夺战”。党中央制定“来
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
自由”政策，有力打消了知识分子疑虑。

中国共产党对远道而来的知识分子，
采取团结尊重的态度，政治上一视同仁，工
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1936年
10月，丁玲到达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专门
为她举行欢迎晚会。1938年初，冀西根据
地的9个县长，全是知识分子。陕甘宁边
区政府几乎“倾其所有”，拿出了财政总额
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知识分子生活。这些
措施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

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知识分子
政策的巨大感召力下，“天下英雄豪杰云

集延安”。据统计，1938年—1939年，约
有6万名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冒着生
命危险冲破日伪反动派的重重障碍投奔
延安。除了延安，晋察冀根据地因为靠
近京津，吸引了两地许多高校以及东北
的流亡学生前往投奔，一时以人才荟萃
而著称。苏沪等地的青年学生则大量奔
赴江南新四军的驻地。

“革命的知识青年成批地投入军队”，
成为部队发展“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极大
地改善了干部队伍素质结构。在一二九
师，工作人员中，老干部占17.2%，新干部占
82.74%；在政治人员中，老干部占44.4%，新
干部占55.1%。山东纵队各支队的干部，新
干部在五支队占85%，四支队占67%，八支
队占73%。这些新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学
生和知识分子。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夺
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实
的人才支撑。 （中国组织人事报）

潜心耕耘 润物无声
——记福建省引进高层次人才（B类）、福建圣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丽瑾

2020年12月，崔丽瑾为首的科研团队入选福建省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项目。这是

她自2017年入职福建圣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于次年入选福建省B类引进高层次人

才以来，获得的又一个身份。按照该项目的申报条件，需拥有能够促进我省科技进步、

产业升级、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重大科研成果，或熟悉相关领域和国际规则、有较强的

经营管理能力。她的入选，既是对以她为首的科研团队在推动我省科技进步领域的认

可，也是对她个人在我省兽药疫苗行业所取得成绩的肯定。

入职以来，崔丽瑾协助主管领导组建圣维企业研发中心，汇聚国内优质科研资源，建

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国家级学会服务站、联合创新研究院等科研平台，与国内多所大学和

科研院所达成战略合作及项目合作，服务公司生产布局，制定产品研发规划，获得国家

二、三类新兽药注册证书各1项，多个产品进入临床试验和注册申报阶段，从无到有，在我

省兽药疫苗行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小河里的大鱼

在闽北山区光泽县，有一家远近闻名
的企业——圣农集团。它是亚洲第一的
集自主育种、孵化、饲料加工、种肉鸡养
殖、肉鸡加工、食品深加工、余料转化、产
品销售、冷链物流于一体，横跨农牧产业、
食品、冷链物流、投资、能源/环保及配套
产业的全封闭白羽肉鸡全产业链集团，全
球肯德基、麦当劳的产品供应商。2016年
7月，为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圣农集团斥
资5.3亿元，进军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
的兽药疫苗行业，成立福建圣维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维生物）。成立之
初，企业就引进多学科专业人才参加筹
建，厂区按最新兽药GMP规范进行设计，
集新型兽用疫苗、新型化药中兽药、微生
态制剂研发与生产为一体，设备配置和生
产工艺国内领先。

此时，崔丽瑾加入圣维生物，负责组
建研发中心，从最初仅有实验室工艺布局
图和1位科研助手开始，边建设边筹备，一
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3年多来，她见证
了圣维生物高速发展历程，从企业奠基到
脚手架林立，从建筑物封顶再到净化装
修，一座座现代化厂房陆续拔地而起，从
开工到入驻仅用2年时间。2019年9月至
12月，企业 5条化药、中兽药生产线顺利
通过省农业农村厅兽药 GMP 专家组验
收，实验动物中心顺利通过省科技厅专家
组验收，7条疫苗生产线通过GMP静态验
收，达到大规模投产条件。2020年 2月，
企业获得第一个兽药生产批准文号，迅速
组织投产，当年度获得生产批准文号 27
个，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预计企业达到
满负荷生产后，可年产 100亿羽份禽用疫
苗、10亿头份畜用疫苗、3亿头份宠物疫
苗、6000吨兽用化药及添加剂，销售收入
将超过5亿元。在兽药疫苗行业这个相对
较窄的领域里，圣维生物以它的“圣维速
度”，正在迅速成长为“小河里的一条大
鱼”。

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是驱动企业快
速发展的“催化剂”。从建厂伊始，崔丽瑾
和她的同事们，就在思考圣维生物的研发
定位，布局产品研发。为配合快速投产，
企业制定了前期以“联合研发为主、自主
研发为辅”，逐步实现“自主研发为主、联
合研发为辅”，最终实现企业自主创新的
研发战略，既借鉴同行业成果，又依托兽
药疫苗行业内丰富的专家资源，与国内相
关科研院所、高校广泛合作，一方面加快
产品研发进程，一方面锻炼研发队伍，为
企业的科研攻关立项奠定坚实基础。

如今，圣维生物进入新发展阶段。崔
丽瑾与企业领导团队一起，共商发展大
计，从综合管理、研发团队建设到企业品
牌打造各方面，描绘既符合圣农集团千亿
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又面向市场自我发

展的美好蓝图。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圣维
生物必将迎来在兽药疫苗领域的新腾飞。

漫漫求索路

崔丽瑾是一个兴趣广泛、爱好生活、
有着强烈求知欲的人，畜牧兽医专业毕业
后，从事教育工作的她涉猎过语言文学、
服装设计、职业教育理论等多个领域。工
作 10多年后，不甘于现状的她，考取解放
军军需大学预防兽医学硕士，从事布鲁氏
菌病流行病学研究，从此就专注地往兽医
学方向行进。之后她又考取吉林大学预
防兽医学博士，在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兽
医研究所从事口蹄疫病毒RNAi研究，发
表第一作者中文核心期刊论文5篇。博士
毕业后，又进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
博士后研究工作，从事呼吸道感染病毒病
原检测技术平台的建立及其应用研究，获
得博士后基金二等资助，发表第一、第二
作者SCI文章各1篇。在这一系列学习过
程中，她庆幸接触到中国最好的一代预防
兽医学人，并以他们优秀的传承者为师，
从他们身上，崔丽瑾不断汲取营养，为日
后工作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博士后工作结束后，崔丽瑾曾应聘到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延续小核酸药
物相关工作。出于对兽用生物制品应用
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向往，她离开院所加入
上市公司大北农集团，先后任动物医学研
究中心科研发展部主任、集团研发战略部
项目主管、集团科研条财部总经理等职
务，参与多项猪病疫苗及微生态制剂开发
项目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后来又负责集团
研发战略研究、集团科研资质平台建设、
科研项目评审及科研资金统筹管理等，牵
头组建了“北京市畜禽生物制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组织公司科研人员参与金宁
一院士团队“重要动物病毒病防控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研究，该项目后来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17年 3月起，
她担任中崇信诺科技（泰州）有限公司首
席研发官，负责公司科研管理、产品研发
及平台建设，主持多项禽用疫苗产品开
发。广泛的兴趣爱好和丰富的工作经历，
逐渐将她打造成一位专业背景深厚的复
合型管理人才。

伏枥践初心

2017 年 12 月，崔丽瑾加入正在组建
的圣维生物，任研发副总经理。入职之
初，公司只有十来个人，厂区还是在一片
刚平整好的山地和正在开挖的地基，放在
她和同事们面前的，只有一张张建筑设计
图，建制不全，百事待兴。为按时完成建
设任务，崔丽瑾一头扎进公司的初创建设
和科研筹备。入职后，她参与超过8000万
元的疫苗研发、生产、检验和公用设备招
标前准备及评标工作，协助完成实验室工
艺布局设计、净化装修质量核查、实验室

设备方案及安装协调等建设工作，同时承
担起公司的宣传策划和招聘宣讲任务，在
完成繁杂工作任务的同时，四处奔走，到
福建省各个开设动物医学和生物专业的
高校参加毕业生招聘会，介绍圣维生物的
就业优势和美好未来，吸引高学历人才加
入企业。

为更好地汇聚科研资源，她与主管领
导一起，与高校、科研院所和同行企业广泛
建立科研合作，组建“协同创新研究院”，申
请获批“国家级学会服务站”“院士专家工
作站”等科研平台建设，签订多项产品研发
和技术合作协议，新产品研发投入累计超
过8000万元，初步建立了公司科研体系。

2018年，崔丽瑾入选福建省B类引进
高层次人才。目前，在她和团队的共同努
力下，公司获国家二类新兽药注册证书 1
项、三类新兽药注册证书1项，进入临床试
验及正在注册产品 4项，申请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项。2020年，崔丽瑾
牵头申报省“百人计划”创新团队项目并
获批，与第六批省引才“百人计划”创新人
才苗玉和博士一起，形成圣维生物“百人
计划”创新人才与“百人计划”创新团队共
同支撑的高端硬核科研阵容。

除致力于公司建设和研发管理，崔丽
瑾还受聘担任《中国兽药杂志》审稿专家、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传染病学分会理
事等社会兼职，还被聘为河北科技师范学
院、福建农林大学、龙岩学院、吉林大学等
多个院所的硕士生导师。她和主管领导
一起，通过与国内优质科研资源的广泛联
系，为圣维生物产品研发建立学术支撑和
信息纽带，让地处光泽山村的圣维生物频
繁接触国内最高端的技术讲座和学术交
流，让最新的科研理念不断熏陶逐渐成长
的科研队伍。

坚守得始终

今年，是崔丽瑾到福建工作的第五个
年头。作为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刚从北京
到福建光泽这个小县城的时候，一度饮食
不调、水土不服，但工作压力让她顾不上
放慢节奏，入职3年，她和圣维生物领导集
体共同完成厂区建设、研发立项、生产线
验收、产品销售、企业上规等一个个3年前

看似遥不可及的工作目标，面对占地 122
亩的现代化厂区和配置先进的科研大楼，
她和同事们心里充满自豪！

如今，她已经逐渐适应这里的气候
和生活习惯。工作之余，她最喜欢的就
是拍摄厂区景色，发到朋友圈，于是全国
各地的同行朋友都知道了光泽，都知道
光泽有一个符合新版 GMP 规范的兽药
疫苗新厂，这个厂投资大、标准高，而且
颜值超赞！热爱生活的她，还喜欢拍摄
光泽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不少毕业生
就是被她的风景大片吸引来的。对于研
发团队的科研人员来说，她像老师，更像
妈妈。除带领科研人员制定业务提升计
划和项目推进计划、督促工作进展外，一
有时间她就带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
人员一起做饭、爬山，每个月都会买集体
生日蛋糕。她知道科研人员是企业的未
来，这些稚嫩的面孔，都将成长为企业科
研创新的中坚力量，于是在工作上为他
们创造尽可能良好的成长环境，在生活
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们紧张工
作之余，依然能体验到高校般宽松的学
术和生活氛围。公司的科研人员都亲切
地称呼她为“老师”，她也几乎将全部心
血都倾注在公司科研基础建设和科研队
伍建设上。

说起这些年沉浸在兽药疫苗科研领域
努力耕耘的经历，崔丽瑾觉得最对不起的
是家人。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她觉得对

母亲、丈夫和女儿都有亏欠。她在老家的
母亲已经 80多岁，受邀来福建之前，她思
索良久，就怕母亲不让她来这么远的地方，
后来做了母亲很久的思想工作，才得到同
意。在福建工作期间，母亲曾因手术住院，
进入 ICU病房，全身插了 20多条管子，家
人收到 3次病危通知，正在黑龙江高校做
招聘宣讲的崔丽瑾心急如焚赶回老家，在
母亲病床前守了一个多礼拜，终于盼到母
亲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她躲到病房的角
落偷偷流泪感伤。她的丈夫在东北大学工
作，女儿在北京工作，一家 3口长期分居 3
地，聚少离多。这么多年来，她和丈夫一到
放假时间，不是到北京看望女儿，就是回老
家看望母亲，假期几乎都在路上奔波。

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崔丽瑾致力
于兽药疫苗领域科研与实践的初衷。忆
起当年被录取到解放军军需大学预防兽
医学专业读硕士的时候，面试她们的都是
满头银发的兽医学老专家，前辈们和蔼睿
智，对她们这些初入师门蹒跚学步的后辈
充满慈爱和期望，那个画面至今仍清晰地
定格在她的脑海中。

因为有无数个在本行业默默奉献一
生的科研人，才有了这个行业技术上的
巨大进步和产品的革命性迭代，崔丽瑾
觉得自己的坚守与执着，有着对企业沉
甸甸的责任，也有着对预防兽医学事业
不懈的追求，更有着对圣维生物美好未
来的笃定…… （通讯员 王日洲）

福州集升物业
1.综合水电工：年龄50周岁以下，持

有电工证；月薪3200～3700元。

2.安保员：男女不限，年龄 55 周岁以

下，月薪1800～2500元。

3.工程部经理：1 名，年龄 50 周岁以

下；有专业职称，熟悉机电设备一体管

理，有经验者优先；月薪 6000～7000

元。

4.楼管员：年龄 55 周岁以下，月薪

1800～2100元；熟悉基本办公软件。

公司提供社保、医保、过节费、高温

补贴及绩效奖金。

地址：福州市五四路158号环球广场A

区37层

电话：0591-88010033 方小姐

重视人才的生动篇章——“抢”知识分子

福州市鼓楼区龙飞通讯器材店不慎遗失鼓楼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年 8月 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执照注册号：350102600132015，声明作废。

福州市鼓楼区龙飞通讯器材店
2021年4月26日

遗失声明

崔丽瑾在实验室

PHP工程师
岗位要求：

1.熟练掌握PHP和 JavaScript；
2.熟练掌握MySQL应用开发；

3.至少2年互联网项目PHP+MySQL开发经验；

4.熟悉opencart，octoberCMS等框架，有网站、电子商务系统开发

经验者优先考虑。

薪酬福利：5000～15000元/月。

PHP程序员，PHP实习生（包住宿）
岗位要求：

对PHP基本语法有了解和接触者优先考虑。

薪酬福利：

3000～4000元/月，周末双休；包住宿。

简历投递：2020988081@qq.com（备注：姓名+岗位）

元伸科技有限公司诚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