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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战略差异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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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博彩文化可以反映一个地区人们的风险偏好态度，而战略差异度也反映了企业管理者在制定战略
时的风险偏好。为验证二者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文章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沪深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
了地区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的博彩文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战略差异度，并且董

事长出生地的博彩文化能够增强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国有产权、管理

者过度自信和员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企业中，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

认识博彩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为企业经营决策和监管部门引导博彩业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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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战略是组织关于未来的决策模式。不同的战略模式代表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它不仅关系到企业

长远发展的目标，还包含了为实现目标将要采取的行动和对企业资源做出的配置与规划。企业的战

略选择与其财务决策紧密相关（王化成等，２０１７）［１］，并受到战略导向的指引，战略决策会对企业经营
产生直接影响（袁蓉丽等，２０１９）［２］。因此，选择正确的战略能够使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做出更为合理的
决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企业的商

业模式和经营战略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企业战略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出来，因此研究企业的战略选择

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企业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学术界尤其是财务会计领域对企业战略的研究还非常有限，

对战略方面研究较多的仍是企业的战略差异度。战略差异度就是指企业战略偏离行业标准的程度，

一方面，跟随行业常规战略可以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生存能力，但往往在市场

中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选择偏离行业常规战略的企业更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脱颖

而出，而与之伴随的却是更高的经营风险。已有研究表明，较高的战略差异度可以提高企业被复制和

攻击的难度，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Ｃｈｅｎａｎｄ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２；Ｃｈｅｎａｎｄ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４）［３～４］；但同时也加
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业绩不确定性（刘名旭和李来儿，２０１９；Ｔａｎｇ等，２０１１；盛明泉，２０２１）［５～７］。由
此可以看出，企业的战略差异度是一把双刃剑，并不能对其一概而论。而企业经营战略的选择主要由

企业的管理者决定，所以既有研究多从管理者的角度考察其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如 ＣＥＯ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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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和高管的从军经历等方面（陈收等，２０１４；傅超等，２０２１）［８～９］。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化环境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文献将文化环境与企业经济后果相联系，但目前有关本地文化环境与

企业战略差异度的研究还不多见。基于此，选择文化背景中博彩文化这一维度，尝试探究其与企业战

略差异度的内在联系。

一个地方的文化不仅体现了当地民众的精神面貌，还可以对当地的企业和个人行为产生重要的

影响（Ｇｕｉｓｏ等，２０１５；Ａｇｇａｒｗａｌ等，２０１６）［１０～１１］。博彩文化反映了一个民族具有的冒险精神，也反映了
个人的风险偏好态度。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浓郁的博彩文化，伴随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烙印在

每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本文立足于中国普遍存在的博彩文化这一维度，考察其对当地企业战

略选择的影响。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所在地的博彩文化浓厚，管理者在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后，

冒险意愿更强，对经营风险和业绩不确定性的接受能力更高，从而可能会做出偏离行业标准较大的战

略差异度的选择。

为此，本文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地区博彩文化与企业战略差异
度的关系，结果表明地区的博彩文化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战略差异度，并且董事长出生地的博彩文化

可以增强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为消除内生性的干扰，增加了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固定公司个体效

应，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回归，并引入了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当地人均麻将馆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回

归。为了再次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更换了战略差异度与地区博彩文化的衡量方法，缩减了样本企业的

范围。并且以上稳健性检验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均未发生改变。最后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博彩文化

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仅存在于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样本企业中，这说明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抑

制这种作用。此外，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在国有产权、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员工受教育水

平较低的样本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企业战略差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

文献；第二，从受到较少关注的地区博彩文化展开，丰富了博彩文化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第三，揭

示了培育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企业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意义，为企业日常经营决策和监管部门

引导博彩业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方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间在关于核心能力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会通过相互学习与模仿，逐

渐在行业间形成一套特有的战略模式（Ｄｉｍａｇｇｉｏ和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１２］，这套常规的战略模式代表了众多
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智慧，而偏离行业常规战略的程度则代表了一个企业的战略差异度（Ｔａｎｇ等，
２０１１）［６］。直接效仿行业常规战略即采取低战略差异度的企业，能更好地适应制度环境、节省企业另
寻有效战略的成本（Ｇｅｌｅｔｋａｎｙｃｚ和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１９９７）［１３］。此外，采取较低的战略差异度的企业更符合
监管法规的要求，降低了法律诉讼的风险，并能得到政府支持，获取更多的资源（Ｍｅｙｅｒ和 Ｒｏｗａｎ，
１９７７）［１４］。更为重要的是，跟随行业常规战略的企业可以提高生存能力，减少经营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和行业风险（Ｄｉｍａｇｇｉｏ和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１２］。但一味的跟随行业标准，缺乏突破创新，在市场竞争日益
激烈的大环境下也不是企业的最优选择，企业若想要获取额外的竞争优势，需要采取区别于行业竞争

者的战略（Ｄｅｅｐ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９）［１５］。当企业采取更为差异化的战略进行长期经营活动规划和资源分配
时，面临较少竞争，更易获得竞争性资源，还能培养客户的忠诚度，维护大量老客户并吸引新客户

（Ｂａｒｎｅｙ，１９９１；盛明泉等，２０２１）［１６～１７］，进而获取超额利润，企业也更易通过独特的市场定位获取差异
化核心竞争力，所以采取偏离行业标准战略差异度的企业更有机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当企业的

战略偏离行业常规程度较大时，可能会有悖于监管法规的要求，不利于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在存续

性资源获取上的难度更高，导致企业风险较大（Ｄｉｍａｇｇｉｏ和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３）［１２］。并且选择未经行业其他
企业实践过的战略模式，缺乏相关的经验借鉴，面临的经营风险也会更高（何熙琼和尹长萍，

２０１８）［１８］。此外，高战略差异度的企业绩效不确定性更高，同时面临着更高的债务成本和权益融资成
本（Ｔａｎｇ等，２０１１；李志刚和施先旺，２０１６；王化成等，２０１７）［６］［１９］［１］。因此，选择高战略差异度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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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更有可能成功，同时也面临着更高的风险。

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决策不仅受到正式制度的限制和约束，还受文化氛围等

非正式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陈欣和陈德球，２０２１）［２０］。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地区文化可以通过影响
企业管理层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进而影响到微观企业的经济活动（赵子乐和林建浩，２０１９）［２１］。本
文探讨的是地区博彩文化对微观企业的影响。首先，博彩与赌博的性质较为接近，都体现了人们内心

对于冒险精神的偏好。许多研究证实了赌博偏好更高的人倾向于对不确定性持乐观态度，从而更加

偏好风险，冒险意愿更为强烈（Ｓｐｕｒｒｉｅｒ和Ｂｌａｓｚｃｚｙｎｓｋｉ，２０１４；Ｍｉｓｈｒａ等，２０１７）［２２～２３］。在博彩氛围更为
浓厚的地区，当地人们很可能具有上述特质。对于企业而言，若企业所在地具有博彩文化传统，其管

理层、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等也难免受到博彩文化的浸染，进而影响到企业经营决策（谢露等，

２０２１）［２４］。已有研究证明，位于博彩文化氛围浓厚地区的企业，管理层倾向于选择风险较高的创新项
目（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１９８９；赵奇锋等，２０１８）［２５～２６］，企业并购活动更加频繁（Ｄｏｕｋａｓ和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３）［２７］，股权
质押的可能性更高（罗党论等，２０２１）［２８］。

而地区的博彩文化浓厚，同样也可能影响企业在战略差异度的选择上。战略差异度越大的企业

越有可能取得极端的优秀或者失败的结果，即高的战略差异度往往是企业运营高风险的一个表征，这

类企业并不寻求保守的企业战略，跟随行业同伴并不是这类企业的战略风格。当地区的博彩文化浓

厚时，企业管理层在制定战略选择上的冒险意愿更强，也能够承担更高的经营不确定性，从而更偏好

于选择较高的战略差异度。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１：企业所处的地区博彩文化越浓厚，战略差异度越高。
企业管理者拥有着日常经营的决策权，这种决策权允许他们根据个人的偏好、倾向对公司决策施

加影响。中国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尚不完善，管理者的个人特征虽不能完全主导企业，但他们仍然可

以通过自身的领导能力和权力做出与其本地文化价值观相同的经营决策（陈欣和陈德球，２０２１）［２０］。
如果管理者自身具有浓厚的博彩文化，意味着其在制定公司战略方针时更愿意利用权力来选择比较

激进的公司战略，从而增强地区博彩文化对公司战略差异度的影响。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的博彩文

化低于公司所在地的水平，管理者在制定公司战略时可能会更多地受到自身潜在文化的指引，从而弱

化公司所在地的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一般来说，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相较于

其他管理者权力更大，负责制定企业的重大战略方向和重大问题抉择（张建君和张闫龙，２０１６）［２９］，更
有可能影响到企业的战略选择。所以本文参照陈欣和陈德球（２０２１）［２０］的做法，以董事长出生所在地
衡量管理者自身的博彩文化，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２：董事长出生地浓厚的博彩文化能够加强地区博彩文化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联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作为数据区间，选取沪深 Ａ股上市
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参照盛明泉等（２０２１）的研究做法［３０］，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剔除 ＳＴ、
ＳＴ类公司；剔除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公司；剔除数据缺失、异常、资产负债率大于１的公司。另外，
对主要的连续变量在上下１％的水平进行了缩尾处理，最后得到了２４７２０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彩
票销售数据来自国家财政局，员工学历构成来自 ＷＩＮＤ数据库，其余主要数据来自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
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Ｓｔａｔａ１４。

（二）变量定义

１．战略差异度的衡量指标
借鉴现有文献（Ｔａｎｇ等，２０１１；Ｇｅｌｅｔｋａｎｙｃｚ和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１９９７）［６］［１３］，基于以下六个指标构建战略

差异：广告强度（广告费用／销售收入）、研发强度（研发支出／销售收入）、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员工
数）、厂房和设备更新度（固定资产净额／固定资产原值）、间接费用效率（间接费用／销售收入）、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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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率（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之和／净资产）。由于较多的上市公司并未单独披露广告费用
和研发支出，所以参照目前文献的主流做法，以销售费用占比销售收入、无形资产占比总资产来替代

广告费用的支出和研发强度。构建的战略差异度步骤如下：一是将上述六个指标按照年度和行业进

行标准化；二是对标准化后的指标取绝对值；三是将第二步得到的六个指标求平均值得到战略差异度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该值越大，表示企业的战略偏离行业常规战略模式的程度越大。同时借鉴现有文献的普
遍做法，剔除广告强度和研发强度重新构建了一个战略差异度（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用于本文的稳健性检验。
２．地区博彩文化的衡量指标
关于企业所在地博彩文化代理指标的选取，本文主要参照谢露等（２０２１）［２４］的做法，以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的销售额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乘以１００来衡量
当地的博彩文化（Ｌｏｔｔｅｒｙ）。该数值越大时，表明当地的博彩文化越浓厚。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还
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销售额之和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常住人口数之比

（Ｌｏｔｔｅｒｙ２）作为当地博彩文化的代理变量。
３．调节变量
选取内部控制水平、产权性质、管理者过度自信水平和员工受教育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对于企业

内控水平的衡量，参考周守华等（２０１３）［３１］的做法，利用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的数据（ＩＣ），
按照行业年度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区分为高质量内部控制水平和低质量内部控制水平；产权性质的数

据来源于本人的手工整理，当企业为国企时，Ｓｏｅ取值为１，相反则取值为０；管理者过度自信，参照姜
付秀等（２００９）［３２］的做法，以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全部高管薪酬之和来衡量管理者过度
自信程度（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按照行业年度样本中位数将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划分为管理者过度自信
组和非过度自信组；员工受教育水平（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主要参照王珏和祝继高（２０１８）［３３］的做法，按照企业
硕士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和大专及本科学历以上员工占比衡量，然后分别按照行业年度样本中位数

分组，将企业分为高教育水平员工和低教育水平员工。

４．控制变量
主要参照殷治平和张兆国（２０１６）、和欣等（２０２１）［３４～３５］的研究，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

（Ａｇｅ）、资产负债率（Ｌｅｖ）、盈利能力（Ｒｏａ）、营业收入增长率（Ｇｒｏｗｔｈ）、企业规模（Ｓｉｚｅ）、第一大股东持
股比例（Ｔｏｐ）、两职合一（Ｄｕａｌ）、董事会人数（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监视会人数（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ｚｅ）、前三名高管薪酬
（Ｐａｙ）。各主要变量的具体释义如表１如示。

表１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释义

因变量 战略差异度（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参照Ｔａｎｇ等（２０１１）的研究，具体见上文

自变量 博彩文化（Ｌｏｔｔｅｒｙ） 参照谢露等（２０２１）的研究，具体见上文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Ａｇｅ） 数据年份－上市年份

资产负债率（Ｌｅｖ）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盈利能力（Ｒｏａ） 净利润／总资产

成长性（Ｇｒｏｗｔｈ） 营业收入增长率

企业规模（Ｓｉｚｅ） Ｌｎ（企业总资产）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Ｔｏｐ）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两职合一（Ｄｕａｌ） 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担任时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董事会规模（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董事会人数

监事会规模（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ｚｅ） 监事会人数

高管薪酬（Ｐａｙ） Ｌｎ（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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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释义

调节变量

企业内部控制（ＩＣ） 迪博内部控制指数

产权性质（Ｓｏｅ） 国有企业取１，反之取０

管理者过度自信（Ｏｖ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全部高管薪酬之和

员工受教育水平（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高学历员工占比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地区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和董事长出生地博彩文化对二者相关关系的作

用，参照赵奇锋等（２０１８）［２６］、陈欣和陈德球（２０２１）［２０］的做法，构建了如下两个模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β０＋β１Ｌｏｔｔｅｒｙｔ＋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ＹｅａｒＦＥ＋ＩｎｄＦ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Ｅ＋εｉ，ｔ （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ｔ ＝β０ ＋β１Ｌｏｔｔｅｒｙｔ ＋β２Ｄｕｍｍｙ＿Ｌｏｔｔｅｒｙ＿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ｔ ＋β３Ｄｕｍｍｙ＿Ｌｏｔｔｅｒｙ＿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Ｌｏｔｔｅｒｙｔ＋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ＹｅａｒＦＥ＋ＩｎｄＦ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Ｅ＋εｉ，ｔ （２）
为了验证假设１，主要探讨Ｌｏｔｔｅｒｙ的系数β１，若β１显著为正，则表明地区博彩文化与企业的战略

差异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为控制变量，此外，还加入了年度、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
为了验证假设 ２，在模型 （１）的基础上加入了董事长出生地博彩文化的哑变量

Ｄｕｍｍｙ＿Ｌｏｔｔｅｒｙ＿Ｃｈａｉｒｍａｎ，当董事长出生所在地的博彩文化高于公司所在地的博彩文化时，
Ｄｕｍｍｙ＿Ｌｏｔｔｅｒｙ＿Ｃｈａｉｒｍａｎ取１，否则取０。再将董事长出生地博彩文化的哑变量与企业地区博彩文化
进行交乘，并关注该交乘项前的系数β３，若β３显著为正，则表明假设２成立。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汇总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首先，战略差异度（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均值为０．６１８，标准差为
０．３１８，此结果与董雪雁等（２０２１）［３６］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这表明了中国企业在战略差异上的选择
普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且不同企业间的战略存在着较大差异。地区博彩文化（Ｌｏｔｔｅｒｙ）的均值为０．
４６２，说明中国各地区的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销售额占各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在４．６２％，这也与
谢露等（２０２１）［２４］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其余变量的结果与目前主流文献的结果较为一致，此处不多
赘述。

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４７２０ ０．６１８ ０．５３２ ０．３１８ ０．２０８ １．９９９

Ｌｏｔｔｅｒｙ ２４７２０ ０．４６２ ０．４６８ ０．１５７ ０．１７２ ２．７２３

Ａｇｅ ２４７２０ １０．４４０ ９ ７．３８１ ０ ２７

Ｌｅｖ ２４７２０ ０．４０８ ０．３９６ ０．２０５ ０．０５０ ０．９１２

Ｒｏａ ２４７２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２ ０．１８３ －１．８７２ ２０．７９０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４７２０ ０．１６７ ０．１０３ ０．４１４ －０．５４３ ２．７４５

Ｓｉｚｅ ２４７２０ ２２．０８０ ２１．９１０ １．２５７ １９．８２０ ２６．０５０

Ｔｏｐ ２４７２０ ３４．２７０ ３２．０７０ １４．７５０ ８．７２０ ７４．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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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Ｄｕａｌ ２４７２０ ０．２９１ ０ ０．４５４ ０ １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２４７２０ ８．５４３ ９ １．６７５ ５ １５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ｚｅ ２４７２０ ３．５１４ ３ ０．９９４ ３ ７

Ｐａｙ ２４７２０ １３．３７２ １３．３４９ ０．６８３ １１．６８７ １５．２７４

（二）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表３是假设１的回归结果。首先，第（１）列在仅控制行业、年度和地区的固定效应下，对地区博彩
文化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地区博彩文化正向影响企业的战略差异度，

Ｌｏｔｔｅｒｙ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６８并在５％的水平上显著。第（２）列在第（１）列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系列
的控制变量，结果同样表明地区的博彩文化提高了企业的战略差异度，Ｌｏｔｔｅｒｙ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９４且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由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成立。从控制变量来看，随着企业年龄和资产负债率的
提高，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越大，而战略差异度与企业规模却是负相关的关系，这也与当前文献的研究

结果保持了一致（傅超等，２０２１；和欣等，２０２１）［９］［３５］。此外，当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越大时，其对企业
的极端决策更难达成一致意见，倾向于规避风险较高的项目（苏坤，２０１６）［３７］，所以董事会规模和监事
会规模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而当公司高管的薪酬越高时，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越低，可能的

原因是高管为了保持现状，从而规避了激进的企业战略，以达到稳定目前高收入的目的。

表３　博彩文化与企业战略差异度

（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ｏｔｔｅｒｙ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４

（２．３５６） （３．３１９）

Ａｇｅ
０．００３

（１０．６１２）

Ｌｅｖ
０．２２８

（１９．３７７）

Ｒｏａ
－０．０１６

（－１．５０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３

（－０．６０３）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８

（－３．５６５）

Ｔｏｐ
－０．００１

（－４．３６２）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５

（１．１８７）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０．００２

（－１．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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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ｚｅ
－０．０１７

（－７．８６２）

Ｐａｙ
－０．０３１

（－８．５８４）

＿Ｃｏｎｓ
０．６２９ １．１８２

（２８．３５９） （２２．５７６）

Ｎ ２４７２０．０００ ２４７２０．０００

Ｒ２ ０．０８５ ０．１１４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４是假设２的回归结果。首先构造Ｄｕｍｍｙ＿ｌｏｔｔｅｒｙ＿ｃｈａｉｒｍａｎ的哑变量，当董事长出生地的博彩
文化高于公司所在地的博彩文化时，该变量取值为１，否则为０，再将Ｄｕｍｍｙ＿ｌｏｔｔｅｒｙ＿ｃｈａｉｒｍａｎ与Ｌｏｔｔｅｒｙ
交乘，通过观察该交乘项的系数以验证假设２。从表４发现，在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情
况下，Ｄｕｍｍｙ＿ｌｏｔｔｅｒｙ＿ｃｈａｉｒｍａｎ和Ｌｏｔｔｅｒｙ的交乘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董事长出生
地的博彩文化的确可以显著增强公司所在地博彩文化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关系，其中的原因前文也

已述及。因此假设２也得到了验证。

表４　博彩文化、董事长出生地博彩文化与企业战略差异度

（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ｏｔｔｅｒｙ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９

（３．０４９） （３．５３１）

Ｄｕｍｍｙ＿ｌｏｔｔｅｒｙ＿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７

（－１．４０５） （－１．３７９）

Ｄｕｍｍｙ＿ｌｏｔｔｅｒｙ＿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Ｌｏｔｔｅｒｙ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１

（１．８２０） （１．６６２）

Ａｇｅ
０．００３

（５．０４６）

Ｌｅｖ
０．２０６

（１０．９１５）

Ｒｏａ
０．０１４

（１．１３８）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９

（－１．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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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４

（１．２８６）

Ｔｏｐ
－０．００１

（－２．４８５）

Ｄｕａｌ
０．０１６

（２．２６４）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０．００３

（－１．５５６）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ｚｅ
－０．０２３

（－７．４１３）

Ｐａｙ
－０．０４６

（－８．６８５）

＿Ｃｏｎｓ
０．６６１ １．１９９

（２０．６５４） （１５．７３８）

Ｎ ９３２８．０００ ９３２８．０００

Ｒ２ ０．１１３ ０．１４５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三）内生性检验

１．控制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
考虑到可能由于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参照谢露等（２０２１）做法［２４］，在模型（１）的基础

上加入了当地ＧＤＰ增长率和常住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两个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了更进一步解
决遗漏变量的问题，还在新增省级层面控制变量后继续控制公司个体效应回归。此外，还将地区博彩

文化滞后一期回归。以上回归结果如表５如示。

表５　内生性检验

（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ｏｔｔｅｒｙ
０．０７０ ０．１０１

（２．１２７） （４．４６）

Ｌ＿ｌｏｔｔｅｒｙ
０．０５９

（１．９９４）

Ａｇ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１０．２３３） （０．２２３） （１０．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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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ｅｖ
０．２２６ ０．２８１ ０．２２６

（１７．３１４） （１７．４３７） （１７．２８５）

Ｒｏａ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２ －０．１００

（－５．９７８） （－２．６５７） （－６．０１４）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４５９） （－８．１７３） （－０．４７８）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１．７００） （－２．９７４） （－１．６８８）

Ｔｏ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４３１） （－４．９１６） （－３．４３４）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１．１３９） （０．３００） （１．１４２）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１．７１２） （－０．４１１） （－１．７０５）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ｚｅ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

（－８．４０３） （－０．６３６） （－８．４１９）

Ｐａｙ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５

（－８．９５８） （－４．９０４） （－８．９５７）

ＧＤＰ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０

（－２．０３３） （－２．２１５）

Ｌｎ＿ｐｅｏｐｌｅ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９

（－０．１０５） （－０．７９４）

＿Ｃｏｎｓ
１．３２５ １．２７１ １．２２５

（１．５４１） （４．１９４） （２１．３６２）

Ｎ ２０８３９ ２０８３９ ２０８３９

Ｒ２ ０．１２３ ０．６１２ ０．１２３

Ｉｎｄ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５的（１）列是新增了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２）列是新增了省级控制变量并进一
步固定公司个体效应后的回归结果，（３）列是将地区博彩文化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新增
了省级层面控制变量、固定公司个体效应和滞后一期解释变量回归，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发生

改变。

２．工具变量回归
为进一步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了中国３１个省份（不含港澳台）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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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地区１５岁以上人口的人均麻将馆数量两个指标作为工具变量。首先，根据 Ｋｕｍａｒ等（２０１６）［３８］

的研究表明，某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越低，对博彩文化的态度往往更加积极；相反，地区人口受教育

水平越高，越容易形成理性的观念，认识到博彩产品不具有投资价值，对博彩文化的态度更为消极。

因此我们预期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和当地的博彩文化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且各省的人口受教育水平

和企业的战略差异度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从理论上分析符合作为本文工具变量的要求。

关于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参照白雪梅（２００４）［３９］的做法，将中国６岁以上人口的受
教育水平分成５个等级，分别为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并将这５个等级
结合中国教育体系下人口实际受教育年限分别定义为１、６、９、１２、１６年。再通过查询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２０２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到各省份不同教育级别的人口总数，并结合以下公
式计算得出各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ＥｄｕＹｅａｒ＝（文盲人数×１＋小学学历人数 ×６＋初中学历人数 ×９＋高中和中专学历人数 ×１２＋
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人数×１６）／６岁以上人口总数

麻将是一种历史悠久、风靡全国的投机性博弈游戏，也很好地体现了一个地区的博彩文化。通过

在百度地图中以麻将馆、棋牌室作为关键词搜索，得出中国各个省份麻将馆数量，之后用各省份麻将

馆数量除以该年度该省份１５岁以上人口数量，得出地区人均麻将馆数量。我们预期地区人均麻将馆
数量和当地的博彩文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地区人均麻将馆数量并不会影响当地企业的经营战略选

择，对企业战略差异度影响较小，也符合作为本文工具变量的条件。

表６　工具变量回归

（１）
Ｌｏｔｔｅｒｙ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ｅｄＬｏｔｔｅｒｙ
０．４８２

（１．６６０）

ＥｎｄＹｅａｒ
－０．０４１

（－１３．７６５）

Ｍａｈｊｏｎｇ
０．１２８

（８．７５４）

Ａｇ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２．３５３） （１０．１９１）

Ｌｅｖ
－０．０１３ ０．２３４

（－４．８５５） （１８．７）

Ｒｏａ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２０２） （－１．５２５）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２４０） （－０．６５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１．５９９） （－３．６７６）

Ｔｏ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４．３８９） （－４．５５５）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２６９） （１．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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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１）
Ｌｏｔｔｅｒｙ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５１０） （－１．７４１）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ｚ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１．３２２） （－７．７０１）

Ｐａｙ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１．１９５） （－８．６５５）

＿Ｃｏｎｓ
０．５５５ １．０８５

（１５．７３４） （１２．１１２）

Ｎ ２４７２０ ２４７２０

Ｒ２ ０．８１９ ０．１０８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６的第（１）列可以看出，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水平和当地博彩文化显著负相关，地区人均麻将
馆数量和当地博彩文化显著正相关，这些都与我们的预期相符，目前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地区人口受

教育水平和人均麻将馆数量会直接影响当地企业的战略差异度，因此ＥｎｄＹｅａｒ和Ｍａｈｊｏｎｇ作为工具变
量也较为合理。表６的第（２）列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内生性后，地区博彩文化和企业战略差异度
的正向关系依然显著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测试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如下回归调整。

１．更换战略差异度的衡量指标
由于中国上市公司单独披露广告费用和研发费用数据较少，分别采用销售费用和无形资产净额

来近似代替广告费用和研发费用，由此可能产生度量误差。这里借鉴已有做法，将研发投入维度和广

告宣传投入维度剔除，用剩余４个维度按照同样的步骤重新计算战略差异度的衡量指标，并将其代入
主回归重新检验。

２．更换博彩文化的衡量指标
参照陈欣和陈德球（２０２１）［２０］的做法，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销售额

之和（Ｌｏｔｔｅｒｙ２）作为当地博彩文化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主回归。
３．以制造业样本回归
考虑到制造业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再次以制造业样本重述地区博彩文化与企业

战略差异度的相关关系。

以上回归结果如表７所示，可以看出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回归调整后，博彩文化依然对企业战略差
异度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再次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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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稳健性检验

（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

（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ｏｔｔｅｒｙ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６

（２．７１４） （２．４３６）

Ｌｏｔｔｅｒｙ２
０．９７６

（１．８８８）

Ａｇ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１０．９２９） （１０．６６０） （６．５４４）

Ｌｅｖ
０．４０３ ０．２２７ ０．２６２

（２７．５３１） （１９．３０７） （１８．２７７）

Ｒｏａ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１．０１０） （－１．５０８） （０．４０３）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１９８） （－０．６０２） （０．５７３）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２．７５８） （－３．５４６） （－３．００２）

Ｔｏ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２．１８９） （－４．３１０） （－１．５４７）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１．０５７） （１．１８４） （０．３７９）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３．５５８） （－１．６７３） （－１．４４７）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ｚｅ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４．６１０） （－７．８７５） （－４．３３３）

Ｐａｙ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３

（－１１．００７） （－８．５７３） （－５．４１４）

＿Ｃｏｎｓ
１．３１６ １．１８３ ０．９８６

（２０．２４６） （２２．２０８） （３．２６７）

Ｎ ２４７２０ ２４７２０ １６８３３

Ｒ２ ０．１２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３５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五、异质性检验

（一）基于内控水平的分组

内部控制是由公司高层推动、全体员工参与的一套控制体系和制度，贯穿于企业活动的全过程，

全面涵盖了财务报告控制、销售业务控制、资金活动控制和资产管理控制等诸多方面（方红星和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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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２０１１）［４０］。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提高公司的财务绩效，有效应对企业面临的特质风险和系统风
险，还可以有效控制管理层的利己主义（朱德胜和张菲菲，２０１６；方红星和陈作华，２０１５；周美华等，
２０１６）［４１～４３］。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地区浓厚的博彩文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管理者经营决策的风险
偏好，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若企业有着良好的内部控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管理者的

这种主观行为偏好（谢露等，２０２１）［２４］，从而弱化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为了验证这一
猜想，使用迪博公司发布的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将样本企业区分成高质量内部控制水平和低质量内部

控制水平，并预期地区博彩文化对低质量内部控制水平下企业的战略差异度影响更大。

（二）基于产权性质的分组

在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下，有别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方面不仅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

润，同时还承担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任务（林毅夫和李志
!

，２００４）［４４］。国有企业的平稳运营对
保障社会民生和支撑国民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需要受到来自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诸

多因素的制约，在冒险精神上就不如私营企业。当面临着相同的外部环境时，国有企业受到博彩文化

的影响可能更大。另外，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普遍较低，关系、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其作用较大

（赵奇锋等，２０１８）［２６］，这同样也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受当地博彩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我们预期
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中要强于非国有企业。

表８　异质性检验（１）

（１） （２） （３） （４）

低内控水平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高内控水平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国有企业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非国有企业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ｏｔｔｅｒｙ
０．１３８ ０．０５８ ０．１２２ ０．０５６

（３．０４６） （１．６４４） （２．８２６） （１．５３８）

Ａｇｅ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８．０２９） （３．２３５） （１．８５５） （１１．９３４）

Ｌｅｖ
０．３０３ ０．０６４ ０．３３６ ０．１１７

（１７．１１１） （３．８２２） （１８．２２８） （７．５３０）

Ｒｏａ
－０．００６ －０．１９７ －０．１２３ ０．０１１

（－０．４６５） （－４．１５５） （－４．８３９） （１．００４）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３．５０４） （６．１１６） （１．３９１） （－２．２２０）

Ｓｉｚｅ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４．１７１） （３．６７１） （０．５７０） （－５．６７２）

Ｔｏ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４．７４５） （０．２０６） （－５．２４９） （０．０７６）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１．３１８） （１．１８２） （０．６９９）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１．３７２） （－１．０３６） （１．６６５） （－４．１０５）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ｚｅ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０

（－５．４２２） （－５．１７１） （－７．８７３） （－２．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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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续）

（１） （２） （３） （４）

低内控水平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高内控水平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国有企业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非国有企业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Ｐａｙ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２

（－８．２４１） （－１．８８３） （－９．１０５） （－２．４８９）

＿Ｃｏｎｓ
１．６２９ ０．４９２ １．２７８ １．１４４

（１８．３４９） （７．５３６） （１５．９０３） （１５．８６４）

Ｎ １１４２５ １３２９５ １０５２７ １４１９３

Ｒ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０８ ０．１６８ ０．１１５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８的（１）列和（２）列是不同内控水平下的回归结果，（３）列和（４）列是区分产权性质下的回归结
果。从中可以看出，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促进作用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和国有产权的样本

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前文的假设也得到了验证。

（三）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分组

管理者作为企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经常会过高估计自己对事件结果的预期和掌控程度，从而容

易表现出过度自信。过度自信作为管理者的一种心理特征，是高阶理论的典型研究问题。过度自信

是一种显著的认知偏见，与过度自信程度较低的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程度较高的管理者想要成功的

信念更强烈，他们希望通过实施更有难度的战略来证明自己能力非凡。Ａｌｂｅｒｔｏ和 Ｔｉｍｏｔｈｙ（２０１１）［４５］

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时，会更偏好于实施偏离公司的既定战略。孙洪锋等（２０１９）［４６］也认为差异
化战略会更受过度自信管理者的喜爱。在面对相同的外部环境下，偏好风险的管理者特质更容易受

到地区博彩文化的影响，选择更加冒险的经营模式，从而加剧了地区博彩文化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相

关关系。故参照姜付秀等（２００９）［３２］的做法，以前三名的高管薪酬占高管薪酬总额的比例衡量管理者
过度自信水平，并将样本企业划分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组和非过度自信组，并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预期

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组中，地区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更为明显。

（四）基于企业内部员工受教育水平分组

Ｋｕｍａｒ（２０１６）［３８］研究发现，某地区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投机偏好越弱，受博彩文化影响
的程度也越低，学历越高的人越容易发现博彩产品的期望值为负，不具有投资价值，对博彩产品

的态度越消极（张亚维，２００７）［４７］。而企业作为独立经营的个体，从整体上看，其内部员工受教
育水平同样也有可能影响到企业接受博彩文化的意愿。当企业员工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时，企

业内部对地区博彩文化的消极态度可能更为强烈，从而弱化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

响；相反，当企业员工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越低，更容易受到地区博彩文化的影响，博彩文化对企

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更高。为了区分企业员工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参照王珏和祝继高（２０１８）的
做法［３３］，分别以硕士及以上学历员工占比和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员工占比为依据，将样本企业

分为员工受教育水平较高和员工受教育水平较低，并预期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在

员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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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异质性检验（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管理者过度自信分组 员工受教育水平分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ｏｔｔｅｒｙ
０．０６５ ０．１０２ ０．１１６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４

（１．２６４） （２．１１２） （３．１１０） （１．６２２） （２．９９０） （１．７１１）

Ａｇｅ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２．５４６） （７．７６１） （９．２２８） （４．２０８） （８．６４９） （５．８０８）

Ｌｅｖ
０．１６８ ０．２２７ ０．２５５ ０．２２３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９

（８．４４６） （１１．３８８） （１６．４６７） （１２．４０７） （１４．７６５） （１３．２１５）

Ｒｏａ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 －０．１３２ －０．００６

（－４．６６１） （１．２８７） （－１．４８２） （－０．６５９） （－４．４６６） （－０．４７７）

Ｇｒｏｗｔｈ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１．６３７） （０．３５６） （－１．４４８） （－０．２１２） （－０．８８５） （０．１３７）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１．５８０） （－２．６４７） （－０．８４２） （－４．１７４） （－１．２９１） （－４．６３５）

Ｔｏ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３５０） （－２．０８６） （０．０２７） （－５．０１３） （－２．５５５） （－２．７１２）

Ｄｕａ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０．３１９） （－０．２０１） （－１．３３８） （２．８６６） （－１．８７６） （２．７４１）

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０） （－１．３６２） （－１．６０３） （－０．６１４） （－０．７８６） （－０．９１３）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ｉｚｅ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０

（－５．５４２） （－３．２５４） （－６．５５１） （－４．５３７） （－５．３７４） （－６．０１６）

Ｐａｙ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７

（－４．７２０） （－５．７２５） （－７．７６８） （－５．５６０） （－６．０７６） （－６．７２３）

＿Ｃｏｎｓ
０．８５４ １．２８５ １．１４９ １．２８０ １．１０９ １．３５８

（１０．０７６） （１３．７６３） （１５．６３８） （１６．６３０） （１６．０７１） （１７．０９２）

Ｎ ９４３１ ９２０２ １２４２７ １２２９３ １２４２６ １２２９４

Ｒ２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３ ０．１４４ ０．１２４ ０．１５３ ０．１１９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括号内数值为ｔ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表９的第（１）列和第（２）列分别为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组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组的回归结果。可以
看出，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情况下，地区博彩文化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关系更为显著，与前文的预期

结果相符；第（３）列和第（４）列是按照企业员工硕士及以上学历将样本分为低教育水平企业和高教育
水平企业，第（５）列和第（６）列是按照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将样本企业分为低教育水平企业和高教
育水平企业，在两种标准分组的情况下，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均在低教育水平下更为显

著，这也验证了前文的假设。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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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对人的行为决策起到指引作用，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经

营决策。博彩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一种，体现了某个地区人们对于风险偏好的态度，其对微观经济主

体行为的影响逐渐也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以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沪深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
证检验了地区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博彩文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

战略差异度，并且董事长出生地的博彩文化能显著增强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

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博彩文化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正向关系

只存在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样本企业中，这说明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弱化地区博彩文化对企业战

略差异度的影响。同时，博彩文化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在国有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员工受教

育水平较低的样本企业中更加明显，因为这三类企业更容易受到当地博彩文化的影响，其原因是：国

有企业由于受到制度约束，内控较差；管理者过度自信表明企业管理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越高；员工

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企业通常对博彩文化的态度更积极。

（二）理论启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地区博彩文化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相联系，从博彩文化这一角度，丰富了地区文化制度对企

业经济后果的影响，同时因现有文献也较少研究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因素，该研究也是对此的有益

补充。企业战略差异度是一把双刃剑，较高的战略差异度可以带来一定的竞争优势，使企业在市场中

脱颖而出，但也面临着较高的经营风险，甚至导致企业破产。所以企业在制定战略决策等一系列重大

抉择时，应充分考虑到企业所在地的文化因素带来的影响，提高经营决策的合理性。市场监管部门应

该采取相应措施，提高社会公众对于博彩文化的认识，防止博彩文化造成地区企业普遍存在的高风险

行为，引导博彩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减少其对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企业战略

选择上的行为决策，也为企业和监管部门对文化传播路径的监控和改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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