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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2019-032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潘斌 独立董事 会议时间冲突 殷建军 

阮永平 独立董事 出差 殷建军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97,769,187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姚记扑克 股票代码 00260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卞大云 檀毅飞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黄渡镇曹安路 4218 号 上海市嘉定区黄渡镇曹安路 4218 号 

电话 021-69595008 021-69595008 

电子信箱 secretarybd@yaojipoker.com secretarybd@yaojipok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在做精做强扑克牌业务的同时，主动适应国内外消费者娱乐方式的变化，围绕“大健康”、“大娱乐”

的战略方向，促进公司在更广阔平台的转型升级。目前，基于传统主业与“大娱乐”战略的联动性，逐步实

现了以移动游戏业务为重心，不断向互联网领域扩张的文化娱乐平台建设。报告期内，在充分分析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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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方式发生的变化后，积极转型，逐步形成了扑克牌业务与移动游戏业务共同快速发展的格局，从事的

主要业务包括了扑克牌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以及移动游戏的研发、发行和运营。 

    一、扑克牌业务 

    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启东姚记和控股子公司万盛达主要从事各类扑克牌的设计、生产和销售，是我国

主要的扑克牌生产销售企业。公司使用高端扑克牌专用纸张、专业上光技术和环保油墨，采用全自动生产

线结合自主研发的部分核心设备，将传统的手工及机械操作式扑克牌生产流程改进为自动化生产流水线方

式，推动了传统扑克牌产业生产模式的变革。公司的“姚记”品牌已获得市场充分认可，具有较高的市场地

位和知名度，是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向社会公布的“中国扑克牌行业知名品牌”的六大品牌之一。公司销

售主要采用传统的经销商分销模式，通过各级经销商实现产品的快速销售。 

    扑克牌属于消费品中的低值易耗品，是人们享受闲暇和联络感情以提高生活品质的重要工具，主题扑

克牌不仅具有收藏价值，更是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近年来，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消费者日益

注重生活和产品品质，我国扑克牌生产企业虽然众多，但大部分企业无相应专门设备和技术，市场竞争多

体现为低水平的价格战，或采用OEM发展模式，为生产高端扑克的知名品牌进行代工生产。报告期内，公

司凭借良好的生产技术、营销渠道、研发能力、生产效率以及内部管理制度，继续保持了市场的龙头地位。 

    二、移动游戏业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蹊科技主要从事手机游戏的研发、发行和运营，奉行聚焦精品研运一体化的经营模

式，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高效的运营体系、完善精湛的技术支持，是国内领先的游戏研发、运营公

司之一。拥有非常完善成熟的内部管理体系、研发体系、福利体系和企业文化建设，同时管理团队经

验丰富，对网络游戏行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拥有国际化理念和视野，并长期保持稳定，能够精

准地理解和挖掘玩家需求，并不断满足玩家的需求，推出精品游戏，通过不断调整玩法，打造全方位

立体式的社交体系，增强了游戏的趣味性和竞技性，确保了公司战略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报告期内，成蹊科技旗下主要运营平台《鱼丸游戏》业绩增长迅速，盈利能力出色，平台内的

游戏产品有着持续稳定的流水表现，同时成蹊科技加大研发力度，组建多个游戏项目组，提升和

优化各业务产品线，以进一步拓展公司移动游戏领域的产品线，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943,715,271.84 662,634,792.92 42.42% 712,979,97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711,112.98 76,829,393.63 68.83% 97,464,05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884,657.96 64,022,342.14 52.89% 84,655,55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3,501,645.36 64,617,568.62 276.84% 151,026,365.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66 0.1934 68.87% 0.2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65 0.1934 68.82% 0.2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9% 4.98% 2.91% 8.52%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2,662,625,914.83 1,949,212,889.32 36.60% 1,999,567,82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98,498,222.52 1,599,512,827.19 12.44% 1,502,547,1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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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2,482,687.23 188,023,023.91 221,762,716.68 411,446,84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64,392.27 30,159,544.81 32,413,331.72 52,873,84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08,404.91 26,662,471.82 30,574,635.71 30,239,14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86,048.06 58,734,486.49 111,738,162.35 78,242,948.4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8,1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8,47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姚朔斌 境内自然人 17.72% 70,502,252 52,876,689 质押 36,000,000 

姚晓丽 境内自然人 17.60% 70,002,252 0 质押 61,250,000 

姚文琛 境内自然人 11.64% 46,301,232 46,301,232   

姚硕榆 境外自然人 8.56% 34,052,252 31,501,689   

李松 境内自然人 5.22% 20,752,303 15,564,227 质押 10,790,000 

浙江万盛达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7% 10,602,910 10,602,910 质押 9,700,000 

邹应方 境内自然人 2.56% 10,177,118 0   

邱金兰 境内自然人 2.28% 9,058,869 0   

何朝军 境内自然人 1.22% 4,853,400 0   

孙冶 境内自然人 0.74% 2,947,84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姚文琛及配偶邱金兰、长子姚朔斌、次子姚硕榆、女儿姚晓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

人，合计持有公司 57.80%股份。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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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公司为谋求变革、转型升级，在“基于传统主业围绕大健康、大娱乐的战略方向，逐步实现

以手游为业务重心，不断向互联网领域，扩张文化娱乐平台建设”的长远目标下，董事会与经营管理层主

动应对市场变化，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94,371.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42%，

实现利润总额22,190.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6.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971.11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68.83%，基本每股收益0.3266元。业绩增长原因主要为公司成功收购了成蹊科技公司，并将

成蹊科技纳入合并报表所致。主要经营与管理情况如下：  

     一、稳步推进对外投资，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大娱乐”“大健康”战略，出资 66,812.50万元成功收购了成溪科技53.45%股权，

同时控股子公司万盛达扑克出资11,925万元成功收购了大鱼竞技25%股权，渐进式完善了公司产业转型升

级，进一步实现了公司的“大娱乐”发展战略，保持公司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并提升了公司综合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股东创造了更好的回报。 

    成蹊科技的业绩承诺额在2018年至2021年里，分别为1亿元、1.2亿元、1.4亿元、1.6亿元，如业绩承诺

全部完成，将为公司带来长期稳定、持续的财务收益，同时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截至报告期末，成蹊科

技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为17,361.60万元，已完成2018年的业绩承诺。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贡献6940.61万元，占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53.51%。 

     二、创新转变，拓宽销售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1,828万元收购了销售公司58%股权，收购完成后销售公司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变更

为全资子公司，有效地提高和优化了销售公司管理决策效率，并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了整体价值最大化，使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其更紧密的融入了公司集团化网络，加快了销售网络的发展。同时，公司继续推进对销售体制的改革和销

售架构的调整，在确保传统的经销商分销模式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扩大销售人员规模，有针对性的开发新

市场，通过实地考察与调研，与代理商共同制定区域市场销售策略，以有效地服务市场，并取得了良好效

果。 

公司持续加大对东南亚市场和电商市场的开发，将“姚记”商标授权给成蹊科技使用，并结合成蹊科技

的互联网优势，加强线下比赛和线上赛及电视赛的结合，以全方位、立体式品牌营销为核心，提升了整体

品牌影响力，更迎合了品牌消费主体年轻化的趋势和年轻消费群体的移动互联网消费习惯，充分发挥了互

联网网络数据在公司销售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姚记品牌的影响力，拓宽了姚记扑克产品的销售

渠道。 

三、精细化管理、降本提质、创新增效、稳健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精细化管理、降本提质、创新增效、稳健经营的经营方针，以均衡生产保安

全、降本提质增效益为经营重点，整体经营稳中有进。在生产方面，加强生产计划安排管控，积极减员增

效，优化设备，在适应环保要求的同时提高设备利用率和自动化程度，并通过合理调配基地产能、工厂搬

迁、人员安置、职能转移等，平稳地实现了生产基地过渡转移。在采购方面，与供应商建立良好的战略合

作关系，进一步提高了采购效率及物质供应效率，有效地降低了经营成本。 

四、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保持企业良性发展 

报告期内，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公司向激励对象实施了

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权益总计893.00万份，占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39,716.92万股的2.25%，其中首

次授予715.00万份，激励对象总人数为50人；预留权益178.00万份。通过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充分

调动了公司（含控股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的积极性，有

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紧密结合，为公司长远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

基础。 

五、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公司作为国内同行业的领航企业，在注重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对传统文化艺术行业也时刻关注和支

持。长久以来，公司都以弘扬中国传统扑克文化，推广全民智力竞技运动的健康发展为己任，长期举办“姚

记扑克”大赛，为全民智力竞技搭建文体平台。同时，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践行十九大文化发展精神，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新时代文艺发展趋势的引导和号召，携手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组织实施了“上海

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之全国巡演项目”活动，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取得圆满成功，成为国内目前规模最大

的杂技巡演项目之一。 

六、终止和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就市场形势的变化，暂时停止了扩大扑克牌的产能，主动适应国内外消费者娱乐方式

的变化，从传统制造业逐步向互联网化服务衍生，同时为提升募集资金投资回报，充分发挥募集资金对公

司业务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公司终止了启东姚记目前实施的 “年产2亿副扑克牌扩建项目”，并将结余募

集资金和启东姚记目前实施的“年产2亿副扑克牌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使用用途，同时

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中的“年产 6 亿副扑克牌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前，资金账户中的募

集资金利息收入及其复利收入，一并用于支付收购成蹊科技53.45%股权的剩余股权收购款项。有效地盘活

了资金，并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扑克牌 533,176,820.29 83,547,588.21 20.35% -15.60% -7.61%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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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324,317,180.72 87,694,658.20 89.74% 0.00% 0.00% 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3月，公司出资66,812.50万元成功收购了成溪科技53.45%股权，进一步实现了公司的“大娱

乐”发展战略。成蹊科技作为国内领先的在线休闲竞技游戏平台提供商，拥有优秀的研发及技术优势、精

细化的运营及大数据分析能力、庞大的游戏产品用户资源。通过将成蹊科技互联网游戏与姚记扑克的品牌、

“第55张牌”广告宣传优势充分结合，依托线下姚记扑克牌面对实际消费者带来的庞大流量入口，向互联网

线上转化，从传统制造业逐步向互联网化服务衍生，运用互联网思维来迎合消费升级大趋势，更深入地理

解客户需求的细节，更迅速地跟随客户需求的变化，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成蹊科技的业绩承诺额在2018年至2021年里，分别为1亿元、1.2亿元、1.4亿元、1.6亿元，如业绩承诺

全部完成，将为公司带来长期稳定、持续的财务收益，同时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截至报告期末，成蹊科

技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7,361.60万元，已完成2018年的业绩承诺，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贡献6940.61万元，占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53.51%。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及

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2018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7年度财务

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2,070,0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4,835,878.96 

应收账款 62,765,878.96 

应收利息 2,095,849.49 其他应收款 11,406,091.57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9,310,242.08 

固定资产 199,753,637.55 固定资产 199,753,637.55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61,023,470.70 在建工程 161,023,470.70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122,463,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41,001,166.13 

应付账款 18,538,166.13 

应付利息 106,333.33 其他应付款 33,294,952.43 

应付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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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33,188,619.10 

管理费用 58,318,596.07 管理费用 54,052,452.56 

研发费用 4,266,143.51 

2.财政部于2017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9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计处理》《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0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2号——关于关键管

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

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完成对上海成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53.45%股权的收购，于2018

年4月14日将上海成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同时，上海成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新设成立

上海烨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捷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喜游鱼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顽游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乐玩互娱公司5家子公司，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新设成立上海愉趣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子公司，将上述6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二、报告期内，子公司上海姚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办理完注销清算手续将其不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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