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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黄　勃　程小萌　李海彤

［提　要］　商会组织是企业拓展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平台，旨在推动企业之间
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共担。本文以我国Ａ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参与异地商
会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
平，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上看，参与异地商会不仅有利于降
低企业融资约束，同时助推了企业并购活动。进一步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地区间社会信任具有
替代效应，并且提升风险承担的作用，在传统商帮文化浓厚的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
明显。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企业减轻供应链环节的风险。本文为验证商会的风险共担特征提供了
实证依据，为理解商会组织的社会功能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异地商会；风险承担；社会资本；商帮文化；社会网络

一、引言

商会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商帮组织的现代传承，
在当今社会是具有社会团体法人地位的正式组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商会在经济社
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社会功能得到了重视。２０１６
年８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等部门印发了 《关于改革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强调 “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
有序发展，有利于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改进公共服务供
给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有利于激发社会活
力，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①异地商会作为我
国具有代表性的商会组织，以地缘关系和同乡情谊
为纽带，在推动商业合作、组织公益活动、协调政

企关系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异地商会的微观影响，
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异地商会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
（Ｋ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以及企业跨地区投资 （曹春
方和贾凡胜，２０２０）的影响，发现了异地商会具有
促使企业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以及帮助企业获取信息
资源和投资机会的现实作用。本文则试图探究异地
商会的风险共担特征，实证研究企业参与异地商会
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风险选择与风险承担是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和
投资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根据经典的企业
价值理论，公司在生产经营和发展扩张的过程中，
应该选择所有预期净现值 （ＮＰＶ）为正的投资项
目，以实现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过于保
守的企业可能因为风险规避放弃部分ＮＰＶ为正的
投资机会，不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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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企业风险承担是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把
握企业发展机会，并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重要
因素 （Ｈｉｌａｒｙ　＆ Ｈｕｉ，２００９；Ｂｏｕｂａｋ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然而，部分中国企业家由于缺乏外部支持
和社会资源，往往对企业的未来发展感到担忧，对
投资回报没有稳定的预期，进而抑制了企业风险承
担水平的提升 （周泽将等，２０１９）。在此情况下，
参与异地商会是企业拓展社会网络、建立稳定业务
关系和降低不确定性的有效途径，有利于企业家对
企业的持续经营形成稳定的预期，并提供相应的外
部支持作为企业发展的保障，进而对企业的风险承
担水平产生影响。

基于上述背景，参与异地商会究竟是否会提高
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异地商会是否真正贯彻了 “互
帮互助、风险共担”的组织原则并发挥相应的社会
功能？为了做出解答，本文以中国 Ａ股上市公司
为研究样本，以企业及其高管向异地商会出资或捐
款，以及高管在异地商会担任职务情况来刻画企业
参与异地商会的实际行为，实证分析企业参与异地
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
司的风险承担能力。公司高管在异地商会中担任职
务是实现该作用的主要途径，并且参与异地商会有
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和促进企业的并购活
动，进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的水平。在经过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
一步研究发现，异地商会对地区间社会信任具有一
定的替代作用。中国传统商帮文化和完善的市场化
环境能够增大异地商会对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
响，同时，参与异地商会能够减轻企业在供应链环
节面临的风险。

本文的主要研究贡献在于：第一，目前关于参
与异地商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研究并未形成
定论，本文创新性地识别了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
的具体情况，并从融资约束和企业并购影响企业风
险承担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综合考量，实证发现了企
业通过参加异地商会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并购
活动的现实作用，丰富了关于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因素的研究。第二，关于商会组织的现实影响的现
有文献十分稀缺，本文利用大样本实证研究，通过
分析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丰富了关于商会组织的研究文献。

第三，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管
理和建设，本文验证了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公司业
务开拓和经营管理的积极影响，证实了商会组织在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设之中的积极作用，响应了国
家大力支持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号召，对进一步
出台支持商会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实践证据。

本文余下部分为：第二部分对现有相关文献进
行梳理和总结，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
介绍数据来源、计量模型和主要变量；第四部分为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异地商会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以乡情为纽

带，不受行业限制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主要由来
自同一地区而在原籍以外地区创业发展的工商业从
业者发起设立 （孙学敏和戴庞海，２０１４）。早在古
代唐朝，在商人会馆、行会等商人组织的基础上，
同行业或相关行业成员的联合组织——— “行”已经
出现，并在宋朝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随着中国
古代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各个地区的商帮组织
陆续出现，其中包括 “晋商”“徽商”“鲁商”等著
名的中国古代商帮。直至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
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非公有制经济
的发展，以异地商会为代表的中国商会组织活动再
次活跃起来。从历史传承来看，异地商会是我国古
代商帮文化中具有的鲜明特点的现代传承。从现代
发展来看，异地商会也是目前我国各种类型的商会
中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组织形式之一。

现有关于商会的研究多从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角
度出发，研究商会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及进一步发展
的意义。在为数不多的经济学研究中，陈剩勇和马
斌 （２００４）、马斌和徐越倩 （２００６）等学者考察了
温州商会兴起与发展的过程和影响。他们研究发现
温州商会通过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分担了联合行动
的成本，增强了自身的博弈力量，推动了有利商会
成员政策的出台。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商
会的研究大部分是以理论推导来论证商会组织在游
说政府机构 （陈剩勇和马斌，２００４；张捷等，

２００９；赵永亮和张捷，２００９）、协调会员企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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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 （刘华光，２００５）、促进会员企业合作 （马斌
和徐越倩，２００６）等方面可以起到的积极作用。综
合上述研究，同乡情谊联结、地缘乡情和熟人信任
是联系异地商会成员企业的纽带，服务同在异乡的
成员企业、加强与家乡的经济政治联系是异地商会
的核心职能。参与异地商会在推动企业获取当地社
会资本的同时，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和投资
机会，对于推动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有少数研究从商帮文化和异地商会成立等角
度，将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应用到有关异地商会的
研究中。这些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地域性商帮组
织使商帮文化得以传承，并且促进了中国上市公司
代理成本的降低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Ｄ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在企业异地子公司所在地的异地商会成立
能够打破企业发展的空间障碍，推动企业在该地区
的投资和发展 （曹春方和贾凡胜，２０２０）。然而，
囿于数据限制，尚无研究通过识别上市公司参与异
地商会实际行为，对上市公司参与商会对公司经营
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假设
作为促进企业资源共享的社会组织，异地商会

本身就具有促进成员企业风险共担的社会功能。首
先，企业可以借助异地商会扩大社会影响力，与更
多商业伙伴建立合作关系，有利于创造更多稳定的
业务机会 （石碧涛和张捷，２０１１）。在业务层面，
供应商和客户稳定性的增强有利于降低企业在经营
活动中面临的不确定性，避免经营活动的变化导致
业绩波动，并且局部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
产业协同集聚，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周明生
和于国栋，２０２０）。其次，由于异地商会通常以保
护企业合法权益为原则，强调成员企业之间的互帮
互助，可以为同在异乡的成员企业提供精神上的支
持，为企业提供保护，缓解企业家心理上的不安全
感。由此，异地商会为企业家带来的归属感和外部
支持有利于缓解企业家对于缺乏本地优势的担忧，
有利于改善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除此之外，异地
商会作为原籍和创业地之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重
要纽带，具有资源占有和资源分配的双重优势，能
够获得籍贯地和企业注册所在地政府、企业和相关
机构的支持 （姜伟军，２０１９），有利于企业在政府

资源分配和政策制定上保障自身利益 （陈建林等，

２０２０）。因此，来自政府和其他企业的外部支持能
够减轻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和声誉风险，进一步提
高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从理论上看，一方面，异地商会在降低企业交
易成本和促进资源配置优化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
用。从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的角度，商会组织的相关
制度为成员企业建立了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机制。这
种治理机制通过确立关系规范和组织间信任，围绕
着成员企业的统一目标开展有效合作，能够减小商
业合作中存在的风险 （李维安等，２０１６）。这有利
于降低组织间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促使企业
在既定的风险水平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
面，企业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减小信息不对称的途径
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企业通过异地商会获得
的信息资源使其在识别和把握新的市场机会方面更
具优势，使企业能够选择更多投资项目 （陈劲松
等，２０１３）。异地商会可以加强同乡会员之间的信
息交流，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之间人脉、信
息等资源的交流与整合。由同乡情谊为纽带建立起
来的熟人信任可以为会员企业之间形成的交易与合
作起到信用增级和隐性担保的作用。基于上述，本
文认为异地商会能够发挥促进成员企业风险共担的
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
风险承担水平。

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是增大企业风险承担水
平的潜在渠道 （周泽将等，２０１９）。较低的融资约
束水平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资金运用于投资和研
发，有更大的能力选择那些有可能为企业价值带来
正向影响的项目，从而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企业在商会成员之间建立局部诚信体系，以此加强
同金融机构的合作，有助于突破中小企业的投融资
瓶颈 （林海和王鑫，２００７）。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
行业协会任职可以通过 “隐性政治关联＋显性社会
网络”的双重身份增加公司与供应商双方之间的信
任水平，提高公司所获得的商业信用，从而增加公
司的融资优势 （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同时，企业家之
间的同乡关系有利于促使企业与供应商加强合作，
公司则可以从供应商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且该

９６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作用对于高管在异地商会内兼任职务的企业更加显
著 （Ｋ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后，不
仅可以通过商会为企业信用背书，加强与金融机构
的合作，同时可能增进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信任水
平，有利于企业凭借商业信用融资，最终从整体上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当企业资金压力得到减轻后，
能够增大对净现值为正的项目的投资，促进企业风
险承担能力的提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假设：

Ｈ２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
资约束。

并购是企业成长扩张，获取优质资产，提升技
术实力，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也是企业风险
承担决策的重要体现 （唐兵等，２０１２）。并购过程
涉及标的选择、资金融通、资产整合等众多环节，
时间周期长，执行过程复杂。因此，开展并购活动
的企业需要具有相应的风险承担能力。开拓精神和
创新精神恰是中国商帮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
永珍和袁菲菲，２０２０）。拓宽社会网络与政治资源、
发现投资发展与并购机会是企业参与异地商会的主
要动机之一。在企业参与异地商会之后，一方面，
企业管理者能够获得更多对外交流和商务往来的机
会，拓展企业的外部信息获取渠道，有利于缓解并
购决策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选择更适合的并购标
的。另一方面，基于地缘乡情与熟人关系联系起来
的并购交易，双方更容易达成妥协、建立信任，在
较长的并购周期中降低不确定性，促使并购交易成
功率的上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３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并
购活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由于企业风险承担指标的测算需要３年的窗口期数
据，因此对应的样本区间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其中，
异地商会的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ＣＮＲＤＳ）提供的中国商会研究数据库 （ＣＣＣＤ）。
该数据库提供了中国４６６家省级异地商会的成立日
期、活动地域和捐款信息，以及商会的人员任职情

况和个人简历等详细信息。公司财务数据、高管信
息、银行贷款等数据来自国泰安 （ＣＳＭＡＲ）数据
库。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初始研究样本进行如下
处理：（１）剔除属于金融行业的公司样本；（２）剔
除 “ＳＴ”或 “＊ＳＴ”的公司样本； （３）剔除主要
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为减小极端值造成的影响，
对连续型变量的上下１％分位进行缩尾处理 （Ｗｉｎ－
ｓｏｒｉｚｅ）。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上市公司风险承

担水平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回归分析模型：

ＲＩＳＫｉ，ｔ＝β０＋β１Ｃｈａｍｂｅｒｉ，ｔ＋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

＋∑Ｆｉｒｍｉ＋∑Ｙｅａｒｔ＋εｉ，ｔ （１）
式中，被解释变量为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ＲＩＳ-
Ｋｉ，ｔ。借鉴已有的研究 （Ｊｏｈ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余明
桂等，２０１３；胡 国 柳 和 胡 珺，２０１７；何 瑛 等，

２０１９），本文使用企业盈利能力的波动程度来度量
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该指标计算过程如式（２）～
式 （４）所示。本文使用资产收益率ＲＯＡ 表示企
业盈利，以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表示，将各企
业的ＲＯＡ 减去年度行业均值得到Ａｄｊ＿ＲＯＡ，以
消除行业和周期的影响；再以每３年 （ｔ年至ｔ＋
２）作为窗口期，分别滚动计算经行业调整后的

ＲＯＡ （Ａｄｊ＿ＲＯＡ）的标准差 （ＲＩＳＫ１）和极差
（ＲＩＳＫ２），作为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两项指
标：

Ａｄｊ＿ＲＯＡｉ，ｔ＝
ＥＢＩＴｉ，ｔ
ＡＳＳＥＴｉ，ｔ

－
１
Ｘ∑

Ｘ

ｋ＝１

ＥＢＩＴｋ，ｔ
ＡＳＳＥＴｋ，ｔ

（２）

ＲＩＳＫ１ｉ，ｔ＝

１
Ｔ－１∑

Ｔ

ｔ＝１
Ａｄｊ＿ＲＯＡｉ，ｔ－

１
Ｔ∑

Ｔ

ｔ＝１
Ａｄｊ＿ＲＯＡｉ，ｔ（ ）■

２

｜Ｔ＝３

（３）

ＲＩＳＫ２ｉ，ｔ＝Ｍａｘ（Ａｄｊ＿ＲＯＡｉ，ｔ）

－Ｍｉｎ（Ａｄｊ＿ＲＯＡｉ，ｔ） （４）

式中，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参与异地商会的指标

Ｃｈａｍｂｅｒ。本文基于ＣＮＲＤＳ数据库，整理有关异
地商会捐款出资来源信息，以及公司高管在异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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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担任职务的情况，将相关高管信息与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的高管个人信息和任职企业进行匹配，识别
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的具体情况。如果上市公司
或公司现任高管向某异地商会出资或捐款，或者公
司高管在异地商会中担任职务，则认为该公司参与
异地 商 会。若 参 与 异 地 商 会，则 解 释 变 量

Ｃｈａｍｂｅｒ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借鉴现有研究 （余明桂等，２０１３；胡国柳和胡

珺，２０１７；何瑛等，２０１９），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
量：上市年限 （ＬｎＡｇｅ）、企业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财
务杠杆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盈利能力 （ＲＯＥ）、股权集中
度 （Ｔｏｐ１）、资本性支出水平 （Ｃａｐｉｔａｌ）、增长速
度 （Ｇｒｏｗｔｈ）、董事会规模 （ＬｎＢｏａｒｄ）、独董比

例 （Ｉｎｄｅｐ）、两 职 合 一 （Ｄｕａｌ）、股 权 性 质
（ＳＯＥ）。具体而言，ＬｎＡｇｅ为企业上市年限加１
后的自然对数；ＬｎＳｉｚｅ为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用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ＲＯＥ 为净利润
与所有者权益之比；Ｔｏｐ１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
例，Ｃａｐｉｔａｌ为资本支出与总资产之比；Ｇｒｏｗｔｈ
为本年度营业收入较上年的增长率；ＬｎＢｏａｒｄ 为
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Ｉｎｄｅｐ为独立董事与董事人
数之比；Ｄｕａｌ当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时取１，否则
取０；ＳＯＥ 对于国有企业则取值１，否则为０；

Ｆｉｒｍ 为公司个体效应的控制变量；Ｙｅａｒ为年度效
应的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名称及介绍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因变量 风险承担水平
ＲＩＳＫ１ 根据式 （３）计算得出的标准差

ＲＩＳＫ２ 根据式 （４）计算得出的极差

自变量 参与异地商会 Ｃｈａｍｂｅｒ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则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控制变量

上市年限 ＬｎＡｇｅ （企业上市年限＋１）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 Ｌｎ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总负债／总资产

盈利能力 ＲＯＥ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

股权集中度 Ｔｏｐ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资本支出 Ｃａｐｉｔａｌ 资本支出／总资产

增长速度 Ｇｒｏｗｔｈ 营业收入较上年的增长率

董事会规模 ＬｎＢｏａｒｄ 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

独董比例 Ｉｎｄｅｐ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人数

固定资产比例 Ｄｕａｌ 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股权性质 ＳＯＥ 国有企业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２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

看到，样本企业中ＲＩＳＫ１的均值为０．０７７，标准
差为０．２９４，最小值为０．００３，最大值为２．７２８，
体现出我国上市企业之间风险承担水平具有较大差
异，ＲＩＳＫ２的相应指标也展现出相似的特征。在
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ＬｎＳｉｚｅ的均值为２１．９６３，

标准差为１．２７９，说明样本区间内公司的资产规模
具有较大差异。盈利能力ＲＯＥ 和增长速度Ｇｒｏｗｔｈ
的均值分别为５．４１％和２１．３５％，说明本文样本中
大部分企业的发展与经营情况良好。参与异地商会
变量Ｃｈａｍｂｅｒ的均值为０．０４１，表明本文的研究样
本中有４．１％的公司参与异地商会。总体而言，我
国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的比例并不高，参与异地

１７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商会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有待实证分析 进行进一步检验和探讨。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ＩＳＫ１　 １９　５８０　 ０．０７７　 ０．２９４　 ０．００３　 ２．７２８

ＲＩＳＫ２　 １９　５８０　 ０．１４１　 ０．５１３　 ０．００５　 ４．７４３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１９　５８０　 ０．０４１　 ０．１９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ＬｎＡｇｅ　 １９　５８０　 ２．２２５　 ０．６６８　 ０．６９３　 ３．１７８

ＬｎＳｉｚｅ　 １９　５８０　 ２１．９６３　 １．２７９　 １９．２５４　 ２５．８０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１９　５８０　 ０．４７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６０　 ０．９１２

ＲＯＥ　 １９　５８０　 ０．０５４　 ０．１５８ －０．９４４　 ０．３７５

Ｔｏｐ１　 １９　５８０　 ０．３６２　 ０．１５５　 ０．０８８　 ０．７５５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９　５８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２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９　５８０　 ０．２１４　 ０．６３９ －０．６３４　 ４．７７３

ＬｎＢｏａｒｄ　 １９　５８０　 ２．１７８　 ０．２０１　 １．６０９　 ２．７０８

Ｉｎｄｅｐ　 １９　５８０　 ０．３６７　 ０．０５１　 ０．２８６　 ０．５７１

Ｄｕａｌ　 １９　５８０　 ０．１９１　 ０．３９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ＳＯＥ　 １９　５８０　 ０．５２６　 ０．４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ＣＳＭＡＲ数据库、ＣＮＲＤＳ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表３报告了参与异

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如表３的列
（１）和列 （２）所示，自变量Ｃｈａｍｂｅｒ对ＲＩＳＫ１
和ＲＩＳＫ２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６７和０．１１５，与
因变量在样本中的平均值相比，系数大小对应的经
济意义十分显著，并且经过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
误的显著性统计量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
验证了参与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显著
的正向关系。该结果表明，参与异地商会促使企业
积累社会资本和获取外部支持，有利于企业提高自
身的风险承担水平。该实证结果支持本文的假
设 Ｈ１。

（二）稳健性检验

１．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由于上市公司参与异
地商会的样本所占比例较低，该类样本的其他特征
可能导致企业具有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为了控制
该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本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进行处理。首先，本文使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
根据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所有控制变量计算样本的倾
向得分，再利用倾向得分将参与异地商会的企业与
未参与的企业进行一对一邻近匹配，得到匹配后的
样本观测值共计１　５０９个。根据未报告的平衡性检
验结果，对于匹配后的参与异地商会企业和未参与
企业，在以控制变量体现的企业特征上不存在显著
差异，说明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有效。本文在匹配后
的样本中重复基准回归检验，表４的列 （１）和列
（２）展示了对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上市公司
参与异地商会 （Ｃｈａｍｂｅｒ）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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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ＳＫ１，ＲＩＳＫ２）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值，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样本的
选择性偏差之后，参与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之
间的正向关系依然显著，与本文的主要结论一致。

表３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

变量
（１） （２）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０．０６７＊＊ ０．１１５＊＊

（２．１６） （２．１２）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３

（０．７０） （０．７３）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７＊＊＊

（－３．５４） （－３．５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６３　 ０．１１３
（１．５２） （１．５５）

ＲＯＥ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４＊＊

（－１．９８） （－２．２１）

Ｔｏｐ１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６
（－１．１６） （－１．１７）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９
（－０．３３） （－０．３５）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３７）

ＬｎＢｏａｒｄ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４０） （－０．３８）

Ｉｎｄｅｐ
－０．１４０＊ －０．２４２＊

（－１．７５） （－１．７３）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３０） （０．３２）

ＳＯＥ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７
（－０．４７） （－０．４７）

公司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００８＊＊＊ １．７７８＊＊＊

（４．２０） （４．２５）

样本量 １９　５８０　 １９　５８０

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统计意义上的显

著；括号内为ｔ值。下表同。

表４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变量
（１） （２）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７＊＊

（２．３３） （２．３９）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５
（１．１０） （１．１８）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５＊＊＊

（－２．９０） （－２．９８）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２８）

ＲＯＥ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５
（－１．４３） （－１．５０）

Ｔｏｐ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９
（０．９９） （１．００）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７６ －０．１２７
（－０．９２） （－０．８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１．８８） （１．９２）

ＬｎＢｏａｒｄ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５
（－１．２８） （－１．３１）

Ｉｎｄｅｐ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３
（－０．６６） （－０．６７）

Ｄｕａｌ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３
（－１．６１） （－１．６３）

ＳＯＥ
０．０４２　 ０．０７４
（１．５２） （１．４９）

公司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９９７＊＊＊ １．８００＊＊＊

（２．６６） （２．７４）

样本量 １　５０９　 １　５０９

Ｒ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０

　　２．工具变量回归。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可能
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产生影
响。为此，本文通过工具变量的最小二乘估计
（２ＳＬＳ）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在基准实
证部分，本文的自变量是公司是否参与异地商会，
而参与异地商会属于公司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商业
决策，往往受到企业所在地区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氛
围与地理因素的影响。通常而言，在地形较为开阔
的平原地带，地理上的隔离程度相对较小，使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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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便捷地推动对外合作活动和参与商业合
作，当地的商业合作氛围较为浓厚；而坡度相对较
为陡峭的地区由于交通较为不便，所以更可能被分
割成为相对封闭的众多小区域 （刘毓芸等，２０１５；
潘越等，２０１７）。不仅使这些地区的社会信任处于
较低水平 （Ｋ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也使当地对商业
合作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
所在地区的地形坡度与企业参与异地商会的行为紧
密相关，位于平坦地区的企业有更大的概率参与异
地商会，而处于坡度陡峭地区的企业参与异地商会
的倾向可能相对较弱。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根据中
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全国地理信息数
据，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处理得到国内各个城市的地
形坡度，并将该指标倒数化处理得到变量Ｆｌａｔ。
该变量越大，表明城市地形越为平坦。

首先，为了验证工具变量与自变量Ｃｈａｍｂｅｒ
之间的强相关性，本文进行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得
到的Ｆ 统计量为３３．８２，证实了变量Ｃｈａｍｂｅｒ与

Ｆｌａｔ之间为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所在地区的地形
越平坦，企业参与异地商会的概率越大，该结果通
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通过进行工具变量２ＳＬＳ检
验之后，由表５展示的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知，

Ｃｈａｍｂｅｒ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在利用
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
果依然稳健。

３．替代风险承担的度量方法。为了进一步验
证本文的稳健性，本文更换被解释变量风险承担的
衡量方法，并重复本文的基准回归检验。第一种替
换方法是将计算风险承担的窗口期扩展为５年 （ｔ
年至ｔ＋４年），计算得到的标准差和极差分别记为

ＲＩＳＫ３和ＲＩＳＫ４。另一种替换方法是将企业盈利
能力的衡量指标替换为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仍采
用３ 年的计算窗口期，将计算结果分别记为

ＲＩＳＫ５和ＲＩＳＫ６。本文使用替换的风险承担指标
进行基准回归模型的检验。表６展示了替代风险承
担指标的实证结果。可见，参与异地商会 （Ｃｈａｍ－
ｂｅｒ）对上述风险承担指标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
正，进一步验证了参与异地商会与企业风险承担水
平之间的正向关系，替代风险承担指标的回归结果
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５　 工具变量回归

变量
（１） （２）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２．４３０＊＊＊ ４．２７０＊＊＊

（３．０４） （３．０６）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０
（１．５７） （１．６２）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２＊＊＊

（－７．１９） （－７．２６）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８９＊＊＊ ０．１５８＊＊＊

（３．６１） （３．６７）

ＲＯＥ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１＊＊＊

（－３．００） （－３．３３）

Ｔｏｐ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９４＊＊＊

（－２．８４） （－２．８６）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３３ －０．０６２
（－０．５７） （－０．６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２．１４） （－２．１７）

ＬｎＢｏａｒｄ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１＊＊

（－２．２３） （－２．２２）

Ｉｎｄｅ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２１）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１１）

ＳＯＥ
１．３６７＊＊＊ ２．４０９＊＊＊

（７．７８） （７．８５）

公司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９　５８０　 １９　５８０
第一阶段Ｆ 值 ３３．８２

　　４．控制地区因素的影响。由于异地商会存在
较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不同地区的商会组织在发
挥社会功能上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使商会
组织对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发生变化。考虑到企业迁
址的可能，为了控制企业在不同年度位于不同地区
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控制公司个体效应
和年度效应的基础上，加入公司所在省份的控制变
量，进一步验证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由表７的
列 （１）和列 （２）所示，在加入省份控制变量后，

Ｃｈａｍｂｅｒ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地区差异的影响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
然成立。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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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替换风险承担的度量方法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ＲＩＳＫ３　 ＲＩＳＫ４　 ＲＩＳＫ５　 ＲＩＳＫ６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０．１９５＊＊＊ ０．４３６＊＊＊ ０．０６７＊＊ ０．１１５＊＊

（３．１０） （３．０８） （２．１３） （２．１１）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４５） （－０．４４） （０．８１） （０．８４）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６８＊ －０．１５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６＊＊＊

（－１．６８） （－１．６５） （－３．５０） （－３．５４）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２７９＊ ０．６２９＊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９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４６） （１．５０）

ＲＯＥ
－０．０５９ －０．１６４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２＊＊

（－０．８２） （－１．００） （－２．１６） （－２．３９）

Ｔｏｐ１
－０．２７６ －０．６３１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３
（－１．３０） （－１．３２） （－１．１４） （－１．１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１５１ －０．３４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９
（－０．６３） （－０．６３） （－０．２５） （－０．２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１．５５） （－１．５６） （－０．３３） （－０．３４）

ＬｎＢｏａｒｄ
－０．１４１ －０．３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１．４０） （－１．３８） （－０．３５） （－０．３４）

Ｉｎｄｅｐ
－０．３９７ －０．９１３ －０．１４２＊ －０．２４５＊

（－１．５１） （－１．５４） （－１．７６） （－１．７４）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３０） （０．２６） （０．２８） （０．３０）

ＳＯＥ
－０．１０５ －０．２３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９
（－１．０４） （－１．０３） （－０．５０） （－０．５０）

公司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２．３９５＊＊＊ ５．３５４＊＊＊ ０．９９４＊＊＊ １．７５２＊＊＊

（２．６６） （２．６４） （４．１３） （４．１７）

样本量 １５　２１３　 １５　２１３　 １９　５８０　 １９　５８０

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４

　　５．双重聚类稳健标准误。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与宏观经济环境预期紧密相关，随着时间变化而呈
现出年度变化趋势。为了减轻由于时间趋势导致的
残差自相关问题的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更加严谨
的标准误计算方法，在公司层面和时间层面上进行
双重聚类 （Ｔｗｏ－ｗａ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重新估计基准回归
结果。表７的列 （３）和列 （４）的结果表明，在采

用双重聚类处理之后，实证结果依然与主回归结果
保持一致。

（三）异质性分析
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验证了参与异地商会与企

业风险承担之间的正向关系，本部分进一步分析参
与异地商会的不同方式对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
异质性影响。本文的解释变量Ｃｈａｍｂｅｒ涵盖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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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控制地区因素影响和双重聚类处理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６７＊ ０．１１５＊

（１．９０） （１．８６） （１．９３） （１．９１）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３
（０．８０） （０．８２） （０．５９） （０．６２）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７＊＊

（－３．７７） （－３．８１） （－３．０４） （－３．０６）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６８＊ ０．１２１＊ ０．０６３　 ０．１１３
（１．６５） （１．６８） （１．４１） （１．４４）

ＲＯＥ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４＊＊

（－２．０９） （－２．３２） （－２．２２） （－２．４９）

Ｔｏｐ１
－０．０６６ －０．１１６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６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０２） （－１．０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９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３５）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４２） （－０．４４） （－０．３１） （－０．３２）

ＬｎＢｏａｒｄ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３６） （－０．３４）

Ｉｎｄｅｐ
－０．１３６＊ －０．２３５＊ －０．１４０＊ －０．２４２＊

（－１．７４） （－１．７２） （－１．８３） （－１．８０）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２９） （０．３０）

ＳＯＥ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３１） （－０．４９） （－０．４９）

公司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常数项
１．１７８＊＊＊ ２．０７６＊＊＊ ０．９６６＊＊＊ １．７０３＊＊＊

（４．８９） （４．９４） （３．２５） （３．２８）

样本量 １９　５８０　 １９　５８０　 １９　５８０　 １９　５８０

Ｒ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２８６　 ０．２８８

市公司高管在异地商会任职，以及公司或高管向商
会出资或捐款的情况。本文进一步将其细分并设置
相应的虚拟变量，Ｃｈａｍｂｅｒ＿Ｊｏｂ表示高管在异地商
会任职，Ｃｈａｍｂｅｒ＿Ｄｏｎａｔｅ表示存在出资或捐款的情
况。若存在相应的情况，则虚拟变量取值为１，否
则为０。将区分参与异地商会方式后得到的上述变
量同时加入至基准回归模型，替换原有的解释变量，

得 到 的 实 证 结 果 如 表 ８ 所 示。 其 中，

Ｃｈａｍｂｅｒ＿Ｊｏｂ 的 回 归 系 数 显 著 为 正， 而

Ｃｈａｍｂｅｒ＿Ｄｏｎａｔｅ的系数为负，并且未达到显著水
平。由此可知，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派驻高管在异地
商会任职，使公司充分利用商会组织的风险共担职
能，进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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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参与异地商会不同方式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Ｃｈａｍｂｅｒ＿Ｊｏｂ
０．０６３＊ ０．１０８＊

（１．９６） （１．９２）

Ｃｈａｍｂｅｒ＿Ｄｏｎａｔｅ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１８） （－０．２７）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３
（０．７０） （０．７３）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７＊＊＊

（－３．５４） （－３．５９）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０．０６３　 ０．１１２
（１．５１） （１．５４）

ＲＯＥ
－０．０４８＊＊ －０．０９４＊＊

（－１．９９） （－２．２２）

Ｔｏｐ１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９
（－１．１８） （－１．１９）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７
（－０．３１） （－０．３４）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３６）

ＬｎＢｏａｒｄ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３９） （－０．３７）

Ｉｎｄｅｐ
－０．１４０＊ －０．２４２＊

（－１．７５） （－１．７３）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３０） （０．３２）

ＳＯＥ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０．４８） （－０．４８）

公司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０１０＊＊＊ １．７８１＊＊＊

（４．２０） （４．２５）

样本量 １９　５８０　 １９　５８０

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四）作用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本文继续考察上市公司

参与异地商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

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

不仅可以为高管提供来自同乡情谊的精神支持，还
可以为企业开拓籍贯地和企业所在地政府机构的政
治资源，同时加强与同乡会员企业之间的互信合

作，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公司的经营实
力，并且减轻融资约束和推动企业并购活动是企业
风险承担能力得到提高的标志。因此，本文将通过
融资约束和企业并购两方面分析上市公司参与异地
商会影响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

１．融资约束。依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是资
源和能力的集合。企业拥有的资源和能力决定了该
企业的市场表现，内部资源，特别是资金资源会对
企业投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充足的现金流储备会
提高企业投资水平 （Ｌｅｗｅｌｌｅｎ　＆Ｌｅｗｅｌｌｅｎ，２０１６；
周泽将等，２０２０）。为了检验假设 Ｈ２，本文选用

ＫＺ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ＫＺ 指数的构建
方法由Ｋａｐｌａｎ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１９９７）提出，该指数
被许多学者用于在大样本的实证检验中衡量企业面
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为了构建适用于本文企业样本
的ＫＺ 指数，本文通过排序逻辑回归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计算构成ＫＺ 指数各项指标
的系数，得出估计的ＫＺ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ＫＺｉ，ｔ＝－７．５０３　３×ＣＦｉ，ｔ／Ａｉ，ｔ－１－３０．２３８　３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ｉ，ｔ／Ａｉ，ｔ－１－３．４７２　８
×Ｃａｓｈｉ，ｔ／Ａｉ，ｔ－１＋３．２２９　６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ｉ，ｔ＋０．４３１　７
×ＴｏｂｉｎＱｉ，ｔ （５）

式中，ＣＦｉ，ｔ／Ａｉ，ｔ－１为经营性现金流／上期总资产，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ｉ，ｔ／Ａｉ，ｔ－１ 为 现 金 股 利／上 期 总 资 产，

Ｃａｓｈｉ，ｔ／Ａｉ，ｔ－１ 为 现 金 余 额／上 期 总 资 产，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ｉ，ｔ为资产负债率，ＴｏｂｉｎＱｉ，ｔ为托宾Ｑ值。
根据该公式计算的ＫＺ指数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
融资约束现象越严重。本文将测算的ＫＺ指数作为
被解释变量，加入至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表

９的列 （１）展示了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融资
约束的影响，Ｃｈａｍｂｅｒ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
以认为，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有利于降低企业融
资约束水平，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Ｈ２。因此，参与
商会的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与投
资，对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２．企业并购。为了检验假设 Ｈ３，本文计算整
理了上市公司样本期间内各年度并购成功次数的对
数 （ＭＡｎｕｍ）以及并购成功率 （ＭＡＳｕｃＲａｔ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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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成功次数／并购总次数），用来反映上市公司并购
决策的实施结果，再将上述指标作为因变量，实证
检验参与异地商会对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影响。表

９的列 （２）与列 （３）的结果显示，企业参与异地
商会可以显著增加企业并购成功的次数 （ＭＡｎｕｍ）
与并购成功率 （ＭＡＳｕｃＲａｔｅ），系数均为正，并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随着企业参与异
地商会之后，通过异地商会发现和建立起来的并购

表９ 参与异地商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

变量
（１） （２） （３）

ＫＺ　 ＭＡｎｕｍ　 ＭＡＳｕｃＲａｔｅ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０．２１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８＊

（－１．６９） （１．７２） （１．６６）

ＬｎＡｇｅ
０．７０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６＊＊＊

（１４．３９） （２．１４） （３．２０）

ＬｎＳｉｚｅ
－０．７７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３８．２１） （２．２５） （０．９１）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５．３６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６３．０５） （０．１８） （－０．４６）

ＲＯＥ
－０．６１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３＊＊＊

（－９．５８） （４．３１） （３．０５）

Ｔｏｐ１
－０．５１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５
（－３．８２） （－２．４６） （－１．３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８４＊

（－０．１５） （－１．２６） （－１．８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５６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３９．８６） （１．８５） （２．５３）

ＬｎＢｏａｒｄ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１．１４） （０．３１） （０．７５）

Ｉｎｄｅｐ
０．７７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２
（２．８６） （－０．２３） （０．６４）

Ｄｕａｌ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１．４７） （２．１７） （１．７８）

ＳＯＥ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６＊＊

（０．５３） （－２．１５） （－１．９８）

公司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３．０２４＊＊＊ －０．２２９＊ －０．１３７

（２７．６２） （－１．８８） （－１．１８）

样本量 １８　９９７　 １９　５８０　 １９　５８０

Ｒ２　 ０．３５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３

交易，双方由于熟人信任和地缘乡情，更容易形成
妥协和建立信任，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促使并购
交易成功率的上升，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Ｈ３。

五、进一步的研究

（一）异地商会对社会信任的替代效应
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提出了异地商会以同乡

情谊为纽带建立熟人信任，有助于对企业之间开展
的交易与合作形成信用增级和隐性担保的作用，进
而从改善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渠道提高企业风险承
担能力。通常而言，社会信任水平是区域内社会网
络建立起来的重要基础，而地区之间的社会信任水
平存在差异，因此各地之间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发展
程度有所不同 （潘越等，２００９）。企业若通过商会
组织嵌入至非正式社会网络，可能有助于弥补企业
由于社会信任不足所带来的影响，使企业在社会网
络中获取更多资源 （曹春方和贾凡胜，２０２０）。为
此，本文假设异地商会组织对地区间社会信任具有
替代效应。本文借鉴孟庆斌等 （２０１９）的方法，根
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的结果，将历次调查
中关于社会信任水平评价的调查结果赋值为１分至５
分，在各省级行政区内分别取均值得到地区社会信
任水平，用于衡量企业总部所在地区的社会信任水
平，再以该指标中位数为基准将样本区分为社会信任
水平低和社会信任水平高两组，进行分组回归检验。

由表１０展示的实证分析结果可见，自变量

Ｃｈａｍｂｅｒ的回归系数在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样本中
显著为正，而在其他样本中则并不显著，这意味着
参与异地商会改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在较为
缺乏社会信任的非正式网络中更为明显，该结果体
现了异地商会对地区间社会信任的替代作用，证实了
参与异地商会对于改善企业受信任水平的积极意义。

（二）基于传统商帮文化影响的分析
商帮组织被认为是异地商会的前身，诞生于中

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也是传统商帮文化
的产物。在我国明清时期，商帮文化获得了空前的
繁荣发展，并涌现出中国十大商帮： “晋商” “徽
商”“浙商”“秦商”“鲁商”“赣商”“闽商”“洞庭
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罗畅等，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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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０　 异地商会对社会信任的替代效应

分组检验

社会信任水平低 社会信任水平高

（１） （２） （３） （４）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０．０７６＊＊ ０．１３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０
（２．０９５） （２．０６９） （０．９７２） （０．９７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８４２＊＊＊ １．４９４＊＊＊ １．０２２＊＊＊ １．７９２＊＊＊

（５．３９１） （５．４８８） （６．４７１） （６．５１５）

样本量 ９　６９４　 ９　６９４　 ９　８８６　 ９　８８６

Ｒ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在古代 “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商帮为商
人们提供了相互支持、和衷共济的平台，并为现代
异地商会的运营提供了范例。本文认为，传统商帮
文化增进了人们对于商会的了解和重视，使异地商
会相关活动的开展可以得到更有效推动，对提升企
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可能更加明显。本文借鉴已
有研究的方法 （Ｄ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将明清时期十
大商帮所处省份列为商帮文化地区，其他省份为非
商帮文化地区，根据企业地址将样本分组进行
检验。

表１１汇报了分组回归检验结果，可以看到，
在位于商帮文化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参与异地商会
对企业风险承担ＲＩＳＫ１和ＲＩＳＫ２的回归系数分
别为０．０９０和０．１５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系数
和显著性统计量均超过非商帮文化地区企业样本的
相应结果。上述结果表明，在传统商帮文化氛围浓
厚的地区，异地商会更加受到广泛重视，并且 “互
帮互助，风险共担”的商业合作精神得到了深刻体
现。所以，商帮文化地区的企业参与异地商会提高
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更为明显。

表１１　 传统商帮文化的影响

分组检验

商帮文化地区 非商帮文化地区

（１） （２） （３） （４）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０．０９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８
（２．３２） （２．２８） （０．９１） （０．９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９１６＊＊＊ １．６１６＊＊＊ ０．９７７＊＊＊ １．７１４＊＊＊

（５．８３） （５．９１） （６．１７） （６．２２）

样本量 ９　６０６　 ９　６０６　 ９　９７４　 ９　９７４

Ｒ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三）基于市场化环境影响的分析
由于商会组织嵌入当地市场化制度环境中，商

会在推动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非正式制度和
正式制度的 “稳定器”功能，当地的商业环境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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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度对商会活动的开展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
此，本文认为市场化环境是影响商会组织发挥社会
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利用王小鲁等 （２０１９）
编制的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２０１８）》，
用年度中位数将各省份分为市场化程度高地区和市
场化程度低地区，将属于该两组的样本企业分别进
行回归检验。

根据表１２的列 （１）和列 （２）的结果，Ｃｈａｍｂｅｒ
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在代表低

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的表１２的列 （３）和列 （４）
中，Ｃｈａｍｂｅｒ的回归系数未达到１０％的显著水平。
上述结果表明，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参与异地
商会获得风险承担的提高效果更为明显。良好的市
场化环境代表政府治理水平高，产品市场和要素市
场发育程度更成熟，非国有经济更为发达，有利于
促进企业通过商会拓展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源，
当地企业参与异地商会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与社会资源，从而显著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提升。

表１２　 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异质性影响

分组检验

高市场化程度地区 低市场化程度地区

（１） （２） （３） （４）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ＲＩＳＫ１　 ＲＩＳＫ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０．０８６＊＊＊ ０．１４９＊＊＊ ０．０３４　 ０．０５７
（２．６３） （２．６２） （０．６１） （０．５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５０７＊＊＊ ０．９１５＊＊＊ １．３２９＊＊＊ ２．３２６＊＊＊

（３．６６） （３．７８） （７．５８） （７．６２）

样本量 ９　８１４　 ９　８１４　 ９　７６６　 ９　７６６

Ｒ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四）对企业供应链的影响
供应商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对企

业的生产经营、投资行为、会计政策等诸多方面均
产生重要影响 （叶春森等，２０１９）。选择合适的供
应商对企业而言尤为重要 （孙永平等，２０２１），而
企业与供应商建立合作关系时，双方之间的信任是
确保合作关系稳定的关键 （饶品贵等，２０１９）。企
业参与异地商会之后，可以通过共同参与商会活动
或者经由其他会员介绍的方式发展同乡商业伙伴。
这种建立在同乡情谊和熟人网络基础之上的合作关
系更容 易形成信任与默契。为此，本 文 根 据

ＣＮＲＤＳ数据库的数据，对上市企业披露的供应商
业务金额以及供应商所在地区的信息整理，设置如
下指标：供应商集中度 （Ｔｏｐ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ｈｒ），用前
五大供应商业务金额占比之和表示；异地供应商占
比 （ＯＰ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ｈｒ），为企业所在省份之外的供应
商业务金额占供应商业务总金额之比；异地供应商

业务总额 （ＬｎＯＰｓｕｐｐｌｉｅｒ），为企业所在省份之外
的供应商业务金额的自然对数。本文针对具有有效
数据的样本，进一步检验参与异地商会对于企业供
应商集中度和异地供应链发展的影响。

表１３显示了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供应链建设
的影响。表１３的列 （１）中，Ｃｈａｍｂｅｒ显著为负
的回归系数表明，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可以显著
降低供应商集中度，从而减轻由于供应商过于集中
而形成的风险。表１３的列 （２）和列 （３）结果显
示，Ｃｈａｍｂｅｒ的回归系数均在５％水平上显著为
正，通过参与异地商会，企业异地供应商采购金额
占比 （ＯＰ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ｈｒ）和异地供应商采购总额
（ＬｎＯＰｓｕｐｐｌｉｅｒ）均出现显著上升。这说明企业参
与异地商会可以帮助企业与异地供应商建立联系，
进而推动企业供应链的建设，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分
散供应链环节中的潜在风险，进而提升企业整体的
风险承担能力。

０８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表１３　 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供应链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Ｔｏｐ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ｈｒ　ＯＰ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ｈｒ　ＬｎＯＰ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Ｃｈａｍｂｅｒ
－５．９３１＊＊ １０．７６２＊＊ ０．７４８＊＊

（－２．１０） （２．１４） （２．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３５．２９７＊＊＊ ８９．３１１＊＊＊ ４．１５３＊＊＊

（８．７０） （３．１７） （２．６７）

样本量 ６　９１７　 ２　５３８　 ２　５３８

Ｒ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８　 ０．１４１

六、结论及启示

异地商会在促进成员企业建立合作、互帮互助
和风险共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组织功能，在我国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创新性
地识别了上市公司参与异地商会的实际行为，并以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中国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
用实证分析方法探究参与异地商会对企业风险承担
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参
与异地商会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该
结论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进
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上看，参
与异地商会组织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和
促进企业的并购活动，进而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
平。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商会组织对于地
区间社会信任具有替代作用；第二，在商帮文化氛
围浓厚，以及市场化环境较为完善的地区，参与异
地商会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更为明显；第
三，参与异地商会有利于缓解企业供应链方面存在
的风险。本文将企业参与异地商会的行为引入至大
样本实证研究中，为社会组织影响企业经营与发展
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为理解商会组织发挥
的风险共担职能提供了经验参考。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对
于企业而言，中国固有的商业文化习俗促使许多企

业更依赖于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交易模式 （薛爽
等，２０１８）。同乡情谊和熟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商业
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
果证明了企业参与异地商会对于企业缓解融资约
束、发掘投资机会和获取社会信任等方面的现实意
义，有助于企业了解异地商会的现实社会功能。基
于研究结果，企业应当积极看待异地商会对于促进
企业积累社会资本的帮助，将参与商会活动作为提
高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可选途径。其次，企业追求
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愿意承担风险是经济长期增
长的动力和源泉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 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１９９７；

Ｊｏｈ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余明桂等，２０１３）。在当前世
界经济下行，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如何改
善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关键议题。
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异地商会可以作为保障企业
权益、促进跨区域经贸合作以及提高企业风险承担
能力的有益补充。从中央政府来看，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重点培育
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①，为保障
支持异地商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安排，可
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趋紧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
景下，为我国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创造更多的有
利条件。从地方政府来看，异地商会对企业所在地
和高管乡籍地具有天然的联结作用，也可以成为地
方政府对外宣传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因此，加
强对异地商会成立发展的支持服务工作，可以有效
促进当地经贸合作，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繁荣。最
后，对于异地商会而言，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
异地商会发挥社会功能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在
商帮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和市场化环境较为完善的
地区，参与异地商会对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效
果更为明显。因此，位于其他地区的商会组织应该
正视当前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弱的现实，进一步加强
同政府与社会机构的交流合作，积极开展为会员服
务活动，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与组织生命力，推动商
会组织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创
造价值。

１８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光明日报》，２０１３　１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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