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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新闻/城事

54张小小卡片里蕴藏着大智慧、大技术。 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到全球唯一一家以扑克牌为主要产品单独上市
的上市公司。“80后”企业家姚朔斌正缔造着不一般的
“帝国”——
—

姚记扑克，中国扑克的“代言人”
小小扑克牌一年产能
超10亿副
“这里，将是全球最大、最先进
的现代化扑克牌产业园区。”站在启
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世纪大道北侧
的姚记扑克文化产业园里，35岁的
启东姚记扑克掌门人姚朔斌迎风而
立，谋划着他的下一个“小目标”。
启东市银河路1018号，是姚记扑
克目前工厂的所在地。 这里，每天机
器轰鸣，一盒盒印刷精美的扑克运往
世界各地。 住在附近的居民或许难以
想象，一名“
80后”企业家扎根于此，
正缔造着非同一般的
“
扑克帝国”。
姚朔斌先后就读于上海理工大
学、英国华威大学。2005年9月起，任
职于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曾任销售部副经理、物流部经理，现
任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也是启东姚记扑克实业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眼前的姚朔斌，完全没有“大
哥”的派头，运动鞋、黑羽绒服，从外
表很难看出， 这位邻家哥哥般的年
轻人， 是中国第一家扑克上市公司
的操盘人。他谈吐儒雅，思路清晰而
敏捷， 是记者最愿意接触的采访对
象，因为不用过多提问，就会如你所
愿娓娓道来； 他也是商家最愿意合
作的商业伙伴，目标精准、专业，做
人和做事特别讲究。
“扑克牌，行业很小，准入门槛
不高，但同样需要精耕细作，把产品
做到极致。 ”采访中，姚朔斌不止一
次这样说。1994年进入市场的姚记，
还是个小作坊。不断修炼“内功”，牢
牢抓住“先做大、再做强”的核心竞
争力，从产品本质、生产工艺、渠道
建设等方面摸索， 迅速从几百家竞
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投入生产设备，
改革工艺，赢得市场，成为行业内公
认的质量最好的扑克牌。
如今， 姚记扑克每年产能已经
超过10亿副，无论是产品品质、品牌
影响力， 还是产品美誉度都称霸江
湖，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35%，
出口到南非、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拥有68个专利， 生产
全自动化
你能想象， 在你打开一副崭新
的姚记扑克牌前， 它从未经过任何

工人的手动操作吗？ 这一点， 姚记
做到了。 除了对渠道建设、 产品品
质的打造外， 对生产工艺的打磨，
姚朔斌和他的团队有着痴迷般的执
著。
“
生产小小扑克牌， 看似简单，
过程却不容易， 这背后有太多故
事。” 2005年， 姚朔斌进入公司担
任总经理， 开始致力扑克牌生产工
艺改进、 扑克生产设备改造， 提出
实现扑克牌生产自动化的概念。
生产扑克， 很多器材没有通用
设备， 一般企业除了选择高端进口
印刷机提升品质外， 别无他法。 后
续多道工艺都要依靠企业自主研
发， 以取代人工劳动。
2008年， 第一条全自动扑克牌
生产流水线在上海建成。 随后， 姚
朔斌向董事会提出必须快马加鞭投
入资金改造现有的生产设备， 在短
短的一年时间里， 公司投入了上亿
元建立了3条同样的生产流水线， 扑
克牌产量一下翻了数倍， 从量到质
的变化， 标志着“
姚记” 已经成功
地跨入了先进的自动化制造行业。
如今， 走在姚记厂区， 我们看到，
一副扑克牌从大纸张印刷、 切割、
装箱， 全部自动化操作， 完全可以
做到手不触碰纸牌， 特别是“
扑克
牌全自动分切系统” 更是业内独家
专利， 打破传统扑克牌手工生产工
艺， 将原始的扑克牌生产工艺改进
成为全自动流水作业。 目前， “姚
记” 扑克已经拥有专利数68个。
近年来， 随着上海产能外迁，
启东成为姚记扑克最重要的持续发
展基地。 姚朔斌坦言， 当初来启
东， 是被当地人民的淳朴、 政府办
事的魄力所感动。 如今， 启东与上
海快速接轨融合， 交通便捷， 一座
座大桥飞跃长江， 也让他更加频繁
地往返沪启两地。
2015年， 姚朔斌提经董事会同
意， 选址启东， 建设中国第一座关
于“
扑克文化” 的产业园——
—姚记
扑克文化产业园。 产业园位于启
东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北侧， 总
投资约20亿， 建筑面积超200亩，
远期规划约400亩。 建成达产后，
这里将实现年生产能力10亿副扑
克 ， 产 值 近 20 亿 ， 利 税 超 亿 元 。
届时， 将形成一个集扑克牌研发、
制造、 销售、 文化展示和工业旅
游为一体的， 全球最大、 最先进
的现代化扑克牌产业园区和商业
综合体。
“
目前， 一期项目主体工程已
经竣工。 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封
顶， 三期项目施工许可已经获批。”
预计今年初就能完成设备安装， 4
月底即可投入试生产。

买车，找《

全球唯一扑克牌企业
上市公司
2011年8月5日， 姚记在深交所
A股上市。 年轻的姚朔斌，缔造了世
界上唯一一家以扑克牌为主要产品
单独上市的上市公司。
“姚记不上市也可以赚钱，但上
市后可以发展得更快。”从决定上市
之日起， 姚朔斌已感受到未来要承
担的重担——
—上市要给股民回报，
企业必须更上一层楼。这几年，在资
本市场，姚朔斌率领管理团队，成功
实现了数次跨行业的合作以及国内
同行业的并购事例。
这些年，姚朔斌一直在探索，他
也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放在启东，
进一步扩大基建、 引进设备以及产
能投资。“我是一个特别不甘于平凡
的人，也是一个特别有自信的人。 ”
姚朔斌这样评价自己。 他在传统扑
克行业坐稳江山后， 又投身于新业
务，寻找与移动互联网、手游等相关
的热点行业。
“转型升级，这是所有传统企业
共同面临的使命。 ”姚朔斌思考着，
一张小小扑克牌， 向哪里发展才能
发挥它的最大价值？ 姚朔斌认为，随
着国内各类扑克牌赛事受关注度持
续增长，以及人均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国内扑克牌市场发展将向国际水
平靠拢，而姚记下一步则考虑拓展更
高端市场。 在
“
互联网+”时代，打通线
上线下的壁垒，在互联网棋牌、竞技
类娱乐方式等领域都大有可为。
2017年， 在移动游戏的崛起和
推动下，近3年全球游戏市场规模继
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在对市场做了
充分调研后， 姚朔斌携手上海成蹊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旗下愉玩科技
网络公司， 共同打造姚记线上游戏
平台“姚记网络游戏”，依托姚记扑
克的品牌实力，以大家所熟悉的斗地
主、升级、桥牌等主流棋牌类游戏为
核心， 加以地区类的游戏如江苏的
“
掼蛋”、四川的
“
麻将”以及湖南地区
的“跑胡子”、“
罗松”等为辅助，并借
助姚记扑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与此同时，以销售团队为主导，在全
国范围进行地方性游戏的线下比赛，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姚记” 品牌
在消费者心目中，“
是质量有保证、产品更放心的
“
代名
词”。“
放在扑克牌上，它是10亿元的
销售量， 要是将它灵活运用到其他
领域，给大家带来的回报会更多。 ”
姚朔斌说，未来，将围绕这一品牌优
势，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与时俱
进，为
“姚记”品牌增添新的生力军。
本报记者彭军君

我省筹备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

我市将于春节后组织报名
晚报讯 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将于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举
办， 我国拟派选手参加全部项目
的比赛。全国选拔赛计划于今年6
月举办。为做好参赛准备工作，我
省将于3月初至4月中旬组织参赛
选手选拔推荐工作， 符合条件的
各类在校学生和企业青年职工均
可报名参赛。13日，记者从市人社
局获悉， 我市年后将组织开展报
名工作， 并组成南通市代表队参
加选拔赛。
据了解， 第45届世界技能大

赛， 我国拟参加全部共计52个项目
的比赛。
各地区、 各单位将根据当地产
业布局和本单位人才培养情况，选
择部分优势项目参赛， 全省高等院
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大中型企
业中的在校学生和企业青年职工符
合条件的均可报名参赛。其中，信息
网络布线、机电一体化、飞机维修、
制造团队挑战赛等项目选手要求为
1994年1月1日之后出生， 其他项目
选手要求为1997年1月1日后出生。
记者彭军君

如皋市江滨医院是一家比较特殊的医院。 一些病员因患精神疾病，致使
回家享受亲情成了一种奢望。 住院16年的优抚精神病患者冒某明（左一），自
从入院那天起就没有见过妈妈。 昨天上午，冒某明84岁的老母亲在志愿者的
刘朱建
帮助下来到医院与儿子相见。

百岁老人喜过寿诞迎新春
喜欢哼唱红色经典歌曲，还会喊号子
晚报讯 “祝您百岁生日快
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月13
日中午， 老年颐园内暖意融融、
喜气洋洋， 周全女老人迎来100
岁寿诞。 老寿星的子女、孙辈们，
老年颐园的护理人员，崇川区学
田街道学田北苑社区干部一起
为她祝寿。 老寿星头戴大红色绒
线帽、身穿紫红色棉袄，开心地
笑着。
“
母亲祖籍兴化，19岁嫁入郭
家，与父亲一起行船。 ”老寿星的
大儿子郭宝林也已79岁， 他介绍

说，其母操劳了一生，与父亲一起把
4个子女拉扯大。
郭宝林介绍， 整个家族已是五
世同堂，老寿星最小的玄外孙今年2
岁。当日祝寿活动，老寿星的直系亲
属20余人均来到现场。
周全女老人精神不错， 不断拱
手向祝寿的人们致谢。“
老寿星性格
开朗，个性比较强，吃饭还能自理。”
老年颐园负责人金建兰透露， 周老
平时饮食得当，荤素搭配着吃，喜欢
哼唱红色经典歌曲，还会喊号子。
记者尤炼 通讯员戴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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