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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公司 ＯＦＤＩ 中的困境研究
———基于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视角
郑英东ꎬ钟昌标
( 宁波大学商学院ꎬ浙江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摘

要: 中国跨国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时ꎬ会由于负面的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被东道国消费者排斥ꎮ 为了应对

跨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困境ꎬ该文选取华为公司作为研究对象ꎬ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母国形象、企业形象影
响东道国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作用机制模型ꎮ 研究发现ꎬ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会影响东道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和情
感态度两方面的感知ꎬ进而影响他们的购买意愿ꎮ 在东道国消费者对企业和产品具有低熟悉度的情况下ꎬ母国形
象具有晕轮效应ꎬ在消费者感知和购买决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ꎻ而随着熟悉度的上升ꎬ企业形象会调节母国形象的
影响ꎮ
关键词: 母国形象ꎻ企业形象ꎻ扎根理论ꎻ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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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很高时ꎬ母国形象的影响将会非常小ꎬ因为知名品

引言

牌中已经包含了对产品的承诺和保证ꎮ 然而现有文

随着“ 走出去” 进程的加快ꎬ中国近几年的对外

献中还少有对母国形象、企业形象和购买意愿三者

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态势ꎮ 根据« 中国对外直接

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ꎬ显然也无法为中国

投资统计公报» 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由 ２０１１

跨国企业进军国外市场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ꎮ 因此

①

年的 ７４６.５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４７ 万亿美元ꎮ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进程的加快ꎬ有必要深入理清母

然而中国企业进军国外市场并非一帆风顺ꎬ“ 走出

国形象、企业形象与东道国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的

去” 的中国企业往往经营高端产品ꎬ但外国消费者

关系ꎮ

对中国产品“ 廉价低质” 这一负面印象会严重影响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先对母国

他们对中国中高端产品的感知ꎮ 即使有些消费者认

形象和企业形象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ꎬ然后运用扎

可了中国跨国企业的产品质量ꎬ但由于对中国所持

根理论方法ꎬ以中国母国形象为背景ꎬ通过互联网收

的负面态度ꎬ他们依然会拒绝购买这些产品ꎮ 也有

集美国、英国公众对中国跨国企业的相关评价和反

学者发现东道国消费者对中国跨国企业的负面态度
会导致他们对企业产品进行抵制ꎬ而经验性的观察

映( 网上帖子、新闻报道) ꎬ构建出母国形象和企业

形象影响东道国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作用机制模型ꎬ

和实证研究也都证明了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对东道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ꎮ

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ꎮ

１

那么在中国跨国企业进军国外市场的过程中ꎬ
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企业自身的形象是如何影响消费

文献综述
自从 Ｓｃｈｏｏｌｅｒ( １９６５) 提出母国的概念后ꎬ母国

者购买意愿的? 这两者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中又扮

形象及其影响便在企业国际化中成为备受关注的问

演了何种角色呢? 有学者指出母国形象对东道国消

题ꎮ 母国形象是人们对母国的一个总体印象和信

费者的影响依赖于跨国企业及其产品引出的其他联

任ꎬ早期营销领域的学者们主要关注母国形象对消

想 或者感受ꎬ也有学者认为当跨国企业的品牌知名

费者产品质量评估的影响及其它调节因素的作用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４
作者简介:郑英东ꎬ研究生ꎬ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研究ꎻ钟
昌标ꎬ教授ꎬ博士生导师ꎬ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对外投资等方面的研
究ꎮ Ｅｍａｉｌ:ｚｈｅｎｇｙｉｎｇｄｏｎｇ４５１２＠ １６３.ｃｏｍ

Ｎａｇａｓｈｍａ(１９７０) 最早以美国和日本消费者为实验

对象ꎬ检验了他们对发达国家产品的质量评价ꎬ证明
了“ Ｍａｄｅ ｉｎ” 这一形象会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评估ꎮ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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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陆续有学者将个人统计变量、熟悉度、消费者民

解释企业形象对消费者评估的影响机制ꎬ因此将企

族中心主义、文化特征作为调节变量引入到母国研

业名声引入分析框架ꎬ实验证明了企业名声作为企

究的分析框架中ꎬ并证明了它们对消费者产品质量

业形象的 中 介 变 量 直 接 影 响 消 费 者 的 购 买 意 愿ꎮ

评估的影响ꎮ Ｃｏｓｔａ( ２０１６) 则认为过去的研究中大

Ｍａｔｉｎ(２００９) 开发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消费者

理ꎬ因而导致了某些研究结果的不显著ꎬ因此他们将

会责任越多ꎬ消费者忠诚度越高ꎬ对企业产品的购买

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分解ꎬ发现母国形象的不同维度

意愿越强ꎬ此外也有学者在企业形象的研究中考虑

对产品质量评估的影响随着产品类别而变化ꎮ 而随

到了国家层面的影响ꎬ如 Ｈｓｉｅｈ ( ２００４) 将母国形象

多数学者都将母国形象和产品整体质量当作总体处

着该领域研究的深入ꎬ学者们开始意识到除了把母

忠诚的模型ꎬ实证结果显示消费者感知到的企业社

和企业形象定义为品牌形象的下属维度ꎬ研究了品

国作为产品质量的线索外ꎬ消费者总是倾向于把产

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ꎬ同时检验了国家

品和对特定国家正面或者负面的态度、信念和感觉

层面和个人层面的调节变量的影响ꎮ

联系起来ꎬ但现有文献对情感态度的研究还比较缺

梳理文献不难发现ꎬ学者们从国家和企业两个

乏ꎮ Ｏｒｂａｉｚ(２００３) 研究了民族主义和母国形象的影

层面出发ꎬ比较全面地研究了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形

响ꎬ他们测试了四个母国线索ꎬ发现情感上的考虑对

成过程ꎬ却少有人将母国形象、企业形象和消费者购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具有显著和直接的影响ꎮ Ａｍｉｎｅ

买意愿这三者放入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ꎬ也难

(２００８) 对消费者的反美和反法思想进行了研究ꎬ探

以为中国的跨国公司克服当前国际化中的困境提供

讨了历史和特殊事件如何塑造了消费者对特定母国

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帮助ꎮ 因此ꎬ基于中国的跨国公

的仇恨ꎬ以及这种负面的母国形象如何影响消费者

司ꎬ研究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对东道国消费者购买

的产品感知和反应ꎮ Ｏｂｅｒｅｃｋｅｒ ( ２０１１) 则认为以往

意愿影响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ꎬ也

的研究过多关注负面情感ꎬ因此将消费者亲和力引

是本文的主要目标ꎮ

入分析框架ꎬ结果证明这种感知类的因素对消费者

２

的影响比认知类因素( 比如质量线索) 更大ꎮ
尽管母国领域的学者们对母国形象及其调节因
素影响的研究较为全面ꎬ他们却很少关注企业形象

２.１

实证设计与分析
数据收集
为了尽可能客观地收集各个阶层、年龄段的消

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ꎮ 类似于母国

费者对中国及中国企业的真实态度ꎬ本文参考汪涛

形象ꎬ学者们认为企业形象也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

(２０１２) 、杜晓君( ２０１５) 的方法ꎬ通过互联网来收集

意愿ꎬ企业形象一个较被认可的定义是:公众脑海中

数据ꎬ包括新闻报道和网络帖子ꎮ 鉴于目前中国进

对某个企业的总体印象ꎮ 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７) 对企业形象

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和目标国众多ꎬ为了简化研究并

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的实证研究ꎬ结果表明企业能

更好地分析代表性样本ꎬ本文选择在美国和英国经

力通过产品属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态度来影响产品评

营的华为作为研究样本ꎬ原因如下:①华为是中国企

估ꎬ而企业社会责任则通过整体的企业形象来影响

业国际化取得成功的典范ꎬ在英国具有很高的品牌

消费者的产品评估ꎮ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对产品属性

知名度和企业识别度ꎬ但在进入美国市场时却举步

评价几乎没影响ꎬ但是它对于增强企业的被喜爱程

维艰ꎻ②美国、英国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中分

度和受信赖程度非常有用ꎬ因此会显著影响消费者

别排名第一和第五 ② ꎬ且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ꎻ③美

的购买意愿ꎮ Ｃａｎｌｉ( ２００４) 检验了企业形象影响消

英两国拥有世界上知名度较高的门户和社交网站ꎬ

费者评价的条件ꎬ发现当消费者感知到高风险时ꎬ他

容易获得互联网数据ꎬ保障数据和结论的稳健性ꎮ

们更倾向于使用他们认为具有诊断性的企业形象维

笔者在美 国、 英 国 各 大 新 闻 和 门 户 网 站 通 过 搜 索

度ꎬ比如企业形象中的创新、信任而不是企业社会责

“ Ｈｕａｗｅｉ” “ Ｈｏｎｏｒ” 等关键词搜索相关新闻和帖子ꎬ

任ꎮ Ｓｏｕｉｄｅｎ(２００６) 则认为先前的研究没有清晰地
②

在摘录消费者评论的过程中遵循以下几个原则:①

根据«２０１５ 年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ꎬ２０１４ 年末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行前五的国家分别为( 单位:亿美元) :美国( ７５.９６) 、卢森堡

(４５.７８) 、澳大利亚(４０.４９) 、新加坡(２８.１４) 、英国(１４.９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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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与本研究不相关的内容( 如别国产品评价、无

范畴化ꎮ 为了更好地保留帖子ꎬ汇总每句话的顺序

关中国产品或华为公司的内容) ꎻ②排除评论量低

和分析帖子每句话的内容ꎬ本文借鉴汪涛等的处理

纯发牢骚ꎬ没有原创性见解ꎬ复制他人评论) ꎮ 经过

码—评论内容的句子顺序ꎬ如编码 １ － １ － １ 表示第一

于 ５ 个的帖子ꎻ③排除无实质性内容的评论( 如单

方法:开放编码的编号中包含有帖子编号—评论编

筛选整理ꎬ最终获得 ７６ 篇新闻、网帖和 １ ３５２ 条有

个帖子( 新闻) 中第一条评论的第一句话ꎮ

效评论ꎮ
２.２

③

开放编码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贴标签ꎬ就是

研究方法

将同母国形象和企业合法性相关的句子用简单的词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三阶段编码程序进行案例

语概括其原意ꎬ建立自由节点ꎻ第二步是概念化ꎬ就

分析ꎬ按照扎根理论方法的一般流程ꎬ在理论抽样后

是将具有相似表达的自由节点进行整理ꎬ归纳到同

的数据基础上ꎬ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

一概念下ꎻ第三步是范畴化ꎬ把看似与同一现象相关

三阶段方法构建出母国形象、企业形象影响消费者

的概念聚拢成一类ꎬ并为范畴命名ꎮ 本研究最终从

购买意愿的理论模型ꎮ

资料中抽象出 ３９ 个副范畴ꎬ１５ 个主范畴ꎬ开放编码

２.２.１

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指将所获得的资料逐步进行概念化和
表１

示例和主范畴列表分别见表 １、表 ２ꎮ

开放编码示例

原始数据
华为以极低的价格供应设备ꎬ我们的合同被华为拿走了ꎬ因为他们的价格只
有我们的十分之一
华为试图窃取我们公司的产品和代码ꎬ被发现之后甚至没有一丝悔意

中国同任何一个独裁国家一样ꎬ如果公司拒绝为政府服务ꎬ生产活动就会遭
到破坏
像中国这种共产主义国家ꎬ所有的事情都在政府的计划和管制之下


华为 １５００００ 名员工中有一半从事科研工作ꎬ并且拥有 ４９０００ 项专利ꎬ位居全
球第五

不同于其他公司ꎬ华为为市场的需求创新


表２

贴标签

概念化

低价格供应设备

低价竞争

窃取产品和代码

盗版行为





独裁力量控制公司

独裁统治

国家决定所有事务

意识形态





重视科研投入

专利成果

独立的创新战略

创新战略





副范畴

不正当竞争

政治制度

创新能力

主范畴列表

编号

主范畴

概念

１

总体产品形象

外国消费者对中国总体产品质量的认知和判断ꎬ包括产品外观、产品功能、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安全

３

文化因素

外国消费者由于历史文化渊源等形成的对中国的一种感知ꎬ包括文化认知、历史认知和商业文化

制度因素

外国消费者通过对中国一系列制度的了解而形成的判断ꎬ包括经济制度、政治体系、法律法规

风险因素

消费者对中国是否对自身利益构成危害的判断ꎬ包括对外政策、损害东道国经济、国家安全

２
４
５

国家实力

６

企业能力

７

③

企业产品形象

主要是外国消费者对中国整体国家实力及国际表现方面的感知ꎬ具体包括:经济实力( 制造能力、经
济总量、发展速度) 、科技实力 ( 科技水平、创新能力) 、国际影响力、军事力量

主要指外国消费者对企业经营状况和总体实力的感知ꎬ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创新能力、企业技术能力、
企业发展速度
主要指外国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总体判断ꎬ包括产品性能、产品外观、产品功能、耐用性、价格优势

数据来源于以下网站:ＢＢＣꎬＣＮＮꎬＦＡＣＥＢＯＯＫꎬＴＷＩＴＴＥＲꎬＲＥＤＤＩＴꎬＱＵＯＲＡꎬ时代周刊ꎬ纽约时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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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外国消费者对企业处理内外部各种关系是否遵守道德规范的感知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顾客关

８

企业文化

１０

民族中心主义

消费者一种排斥外国产品偏好本国产品ꎬ认为本国优于外国的心态

１２

重要事件

能够引发公众对中国和中国企业形象广泛和强烈关注的情景变量

质量评估

外国消费者对华为产品质量各方面特征的评估

情感态度

外国消费者对华为产品所持的情感偏好ꎬ包括了喜欢、厌恶和无所谓这三种态度

购买意愿

外国消费者想要购买华为产品的意愿大小

９

怀、商业特征 、社会责任

身份特征

１１
１３
１４

２.２.２

主要指外国消费者对华为企业身份的感知ꎬ主要包括间谍公司、国有企业、政治动机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将开放编码中被层层整理的资料ꎬ

帖子逐一分析ꎬ发现网站新闻和网民的评论中包含

通过类聚分析ꎬ寻找不同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ꎮ 为

着潜在的并列或因果关系ꎬ我们将这些范畴和逻辑

此ꎬ我们将开放编码中能呈现不同范畴之间联系的

关系进行归类整理ꎬ形成以下三大类关系ꎬ见表 ３ꎮ

表３

基础主轴编码的三大类关系

编号 关系类别 影响关系的范畴

关系的内涵
母国形象是东道国社会对母国总体上的感知和判断ꎬ其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ꎮ 东道国消费
者对于中国产品的总体形象毁誉参半ꎬ有消费者始终认为中国的技术水平低下ꎬ生产的产

总体产品形象
文化因素
母国形象

１

的形成

风险因素
国家制度
国家实力
民族中心主义
重要事件

品是廉价低质的代名词ꎬ另一些则意识到中国的科技在飞速进步ꎬ也生产高质量高水准的
产品ꎮ 出于历史和文化等原因不少消费者仍对中国抱有敌意ꎬ有些西方消费者始终相信西
方文化至上ꎬ认为中国人自私、贪婪、不够诚实ꎻ而历史上的敌对也让一部分消费者无法客
观看待中国ꎬ这部分敌意会转嫁给中国的产品和企业ꎮ 中国在本世纪经济迅速崛起ꎬ经济
实力得到东道国消费者的一致认可ꎬ但也可能增加了部分怀有敌意的消费者的负面态度ꎮ
他们对风险因素的感知ꎬ如中国对外政策强硬让他们感到挑战西方“ 谋求霸主地位” ꎬ中国
经济影响力日益强大也让他们认为“ 损害了本国经济” ꎮ 而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体系饱
受东道国消费者诟病ꎬ尤其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不同ꎬ常常被拿来当做中国透过跨国
公司危害“ 国家安全” 的证据ꎬ此外中国经济虽然取得巨大成功ꎬ但经济制度仍被大多消费
者抨击为缺乏自由ꎬ限制创新ꎮ

产品形象
企业能力
２

企业形象

企业文化

的形成

身份特征
民族中心主义
重要事件

企业形象是东道国消费者对企业总体的感知和判断ꎮ 具有接触经验的消费者对华为产品
的正面评价居多( 耐用、性价比高、性能良好) ꎬ也较为认可华为的企业实力( 企业规模大、
发展速度快、技术能力强) ꎬ但对华为创新能力持负面态度的居多ꎮ 企业文化则广受诟病ꎬ
众多消费者指责华为进行不正当竞争ꎬ尤其是与思科的纠纷极大得恶化了华为的形象ꎻ华
为的身份特征则被打上“ 政府控制” “ 军方背景” “ 间谍公司” 等负面标签ꎮ
消费者通过质量评估和情感态度两方面来形成整体态度ꎮ 一方面ꎬ消费者通过使用产品形

３

消费者购买

质量评估

成实际的经验或者通过感知到的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来推测产品质量ꎬ另一方面消费者也

意愿的形成

情感态度

会关注生产产品的公司和母国所带给他们的正面或者负面的情感感受ꎬ综合两者形成最终
的购买意愿ꎮ

２.２.３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的主要任务是识别出能够统领其他

范畴的核心范畴ꎬ并开发故事线ꎮ 本研究根据研究
目的对原始资料、概念、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比较ꎬ
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归纳为“ 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

的形成机制” 以及“ 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形成机制” 两
大核心范畴( 如图 １ 所示) ꎮ 下面详细分析这两大
核心范畴能否涵盖和联系其下属的概念和范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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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２.３.１

１５

中国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的形成及其影响

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的构成

显然ꎬ消费者在面对产品时会借助母国形象和

企业形象这两大线索进行评估ꎮ 它们均会受到“ 民
族中心主义” 、“ 重要事件” 和“ 消费者熟悉度” 的影
响:１) 存在民族中心主义的消费者会刻意鼓吹本国
的优越性ꎬ而放大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负面印象ꎻ
２) 重要事件会强烈冲击消费者对中国和中国企业
某方面的看法ꎬ并对国家和企业的整体形象产生影
响ꎮ

企业都会贿赂官员ꎻ１１ － ５:中国公司账目造假ꎬ财务
报告不可信) ꎬ也有消费者认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不
如西方开放自由、鼓励创新(１１ － ５:中国在盗版上世

界上所有的东西ꎻ１３ － １:中国的版权法相当于没有ꎻ

１９ － ２０ － ２:中国的教育方式和服从文化很像战前的
日本ꎬ中国欠缺这种创新能力) ꎮ 历史上的敌对关

系也使得部分消费者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 １５ － ３:
中国同西方冷战ꎬ我们不欢迎敌人的公司) ꎮ ４) 国
家制度ꎮ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普遍被外国

母国形象ꎮ 母国形象是消费者对中国总体的印
象和看法ꎬ主要包括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国家文化
和国家制度:１) 国家实力ꎮ 中国的高速发展被外国
消费者普遍认可ꎬ一方面赢得了消费者的尊敬(１２ －

５ － １:中国在可预见的几年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

济体ꎻ１４ － １: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水平ꎬ并将许多发达国家甩在身后) ꎬ但另一方面
也使得一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丝威胁( １５ － １:中国
曾被西方殖民ꎬ因此一旦中国变得强大ꎬ会进行报

消费者所诟病ꎬ(１９ － １６ － ２:腐败率高ꎬ法律制度不健
全ꎻ１３ － １:版权法相当于没有ꎻ１６ － ５:中国的国有企
业占据着经济中的主导地位ꎬ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当
低下ꎬ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ꎻ１９ － ３６ － ２:工人权利
得不到保障) ꎬ并且不少消费者对中国的制度存在
严重的误解(１６ － ７ꎬ像中国这种共产主义国家ꎬ所有
事情都在政府的管制和计划之下ꎻ９ － ２ꎬ中国公司的
财产都是属于政府的) ꎮ 虽然总体上消费者对中国
国家制度持负面态度ꎬ但中国国家实力的腾飞也转

复) ꎮ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ꎬ中国整体的科技水

变了一部分消费者的看法(２ － ６:中国在发展市场经

技含量不断上升ꎬ正在逐渐得到消费者认可ꎮ ２) 总

企业形象ꎮ 企业形象是消费者对中国企业总体

平全面提升ꎬ消费者所使用到的中国产品的总体科
体产品形象ꎮ 部分消费者对中国始终怀有“ 廉价低
质” 的刻板印象(１９ － ２１ － １:中国产品是廉价低质的
代名词ꎻ) 而许多消费者已经能够客观评价中国产
品(１３ － ４:人们常常忘记他们买的很多高质量产品
全部或者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 ꎮ ３) 文化因素ꎮ 东
西方文化的差异ꎬ使得部分消费者对中国传统文化
充满兴趣ꎮ 不少消费者指责中国的商业文化充斥着
贪婪和腐败ꎬ消费者认为中国整体的商业文化糟糕
(２ － ２ － １:中国公司都窃取代码和技术ꎻ１ － １ － ２:中国

济方面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做得都好) ꎮ

的印象和看法ꎬ它包括消费者对企业能力、企业文化
和身份特征的感知ꎮ １) 企业产品形象ꎮ 使用过华

为产品的大部分消费者对华为的产品持积极的态度
(１０ － ３:就这个价格而言很超值ꎻ８ － ２:运行流畅ꎬ软
件也好用ꎻ５ － ３:荣耀 ７ 的运行速度很流畅ꎬ指纹解
锁是世界上最快的手机之一) ꎻ也有小部分消费者
对华为产品质量持负面态度ꎮ ２) 企业能力ꎮ 华为
的快速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取得骄人的成绩ꎬ也为自
己赢得了那些了解华为的消费者的认可( ３４ － ３:华

１６

郑英东等:中国跨国公司 ＯＦＤＩ 中的困境研究———基于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视角

为是继苹果、三星之后的第三大手机制造商ꎻ１９ － ２:

２.２.３.２

的公司之一) ꎮ ３) 企业文化ꎮ 华为在商业特征方面

度两方面的考虑ꎮ 消费者首先要考虑产品物理属性

司的产品和设备ꎬ他们的产品能卖出去只是因为价

质” 态度的消费者ꎬ倾向于负面评估华为的产品质

－ ２２ － ３:华为剽窃其他公司的技术) ꎬ但顾客关怀和

例外ꎻ１９ － ２１:中国制造是廉价低质的代名词ꎬ对于

华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公司ꎬ也是最具创新精神
的消费者感知比较负面(１ － ２:华为试图窃取我们公
格太低了ꎻ８ － １０:华为出名是因为安装后台程序ꎻ１９

社会责任较为被认可 ( ５０ － １ － ２: 华 为 为 用 户 建 立
ＢＢＳ 用以反馈 ｂｕｇ 并同工程师互动ꎬＥＭＵＩ 系统也越
来越人性化ꎻ２ － ３ꎻ华为的存在为美国还有欧洲国家

购买意愿的形成

显然消费者面对产品时会有质量评估和情感态

是否能够满足自身的现实需要ꎬ对中国持“ 廉价低
量(１０ － ５:中国制造都是垃圾ꎬ华为的产品自然也不
一家科技公司 “ 华为” 而言ꎬ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 起
点) ꎬ而真正使用过中国中高端产品的消费者( １９ －

２３:联想已经是全球品牌了) ꎬ尤其是了解过华为公

提供了大量的高端岗位) ꎮ ４) 身份特征ꎮ 不少消费

司的那部分消费者则能做出更为客观的判断(８ － ８:

由中国政府控制的) ꎬ并且怀有政治目的(１９ － ３５:华

在美国不太出名ꎻ８ － ６:用了一年华为手机ꎬ还买了

者怀疑华为并非是一家私人公司(８ － １２ － ３:华为是
为具有政府和军方背景ꎻ１９ － ２２:华为可能从事间谍
活动) ꎮ

两种形象之间的关系ꎮ 跨国企业跟母国之间的

天然联系ꎬ使得消费者在感知企业形象的时候会下
意识依赖母国信息ꎬ而消费者对于企业某方面的深
刻印象又会反过来影响母国形象ꎮ 虽然东道国公众
并不掌握能够确切证明华为进行不正当竞争的信
息ꎬ但由于 受 到 中 国 文 化 因 素 的 负 面 印 象 的 影 响
(１３ － ２:中国盗版世界上所有的东西ꎻ２ － ２:中国的公

华为是继苹果、三星之后的第三大手机制造商ꎬ只是
一个手表ꎬ很好用ꎬ下一个安卓手机还会买华为) ꎮ
其次消费者会考虑产品所引致的情感偏好ꎬ对中国
制度等方面的负面态度会转嫁给产品( １５ － ３:中国
同西方冷战ꎬ我们不欢迎敌人的公司) ꎬ同样由华为

公司所引致的负面态度也会转嫁给其产品( １ － １０:
华为的子公司运行着大量的光缆ꎬ这是华为和政府
从事间谍活动所耍的花招ꎻ１９ － ２２ － ３:华为剽窃其他
公司的技术) ꎮ

无法满足消费者质量要求的产品显然无法唤起

司都窃取代码和技术) ꎬ东道国公众依然对华为持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ꎬ但多数消费者虽然认可了华为

华为跟思 科 的 纠 纷ꎬ 就 知 道 这 是 家 什 么 公 司 了) ꎮ

能会降低他们的购买意愿(５０ － ２:华为的手机很棒ꎬ

印象会传导给企业( １９ － ２３:华为的手机没有错ꎬ但

全肯定这 些 事ꎬ 我 想 我 也 很 难 支 持 华 为 的 产 品) ꎮ

怀疑态度(５０ － １１:中国的企业都窃取技术ꎬ再想想
部分消费者认为中国损害了本国的经济ꎬ这种负面
每次购买中国产品就是在摧毁本国经济) ꎮ 消费者
了解到华为创始人曾在军中任职ꎬ这种感知就会跟
中国制度因素的负面印象相联系(３ － ４ － ２:根据中国

法律ꎬ企业必须听命于政府ꎻ９ － ２ － １:中国企业的财
富都是属于政府的) ꎬ导致企业的身份特征被扭曲

(１９ － ４１:华为是一家具有政府和军方背景的公司ꎻ

的产品质量ꎬ对中国和华为的负面的情感态度却可

但是考虑到它的军方背景、窃取机密ꎬ虽然并不能完
此外还有一些消费者更看重产品质量而对情感态度
不太在意(１９ － ３２:我才不会去考虑别人如何看待华
为ꎬ只要它的产品能够满足我的需要而且足够便宜
我就会去买) ꎬ而正面的情感形象则会进一步增加
他们的购买意愿ꎮ

基于质量评估和情感态度来构建购买意愿的形

１９ － １７:一家由中国前将军拥有的公司ꎬ显然它的业

成机制ꎬ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充斥着对中国各种负

下(９ － ３:中国从事了大量的间谍活动) ꎬ消费者对企

品而有些则选择了抵制ꎮ

务会发展很快) ꎬ而在危害国家安全这一负面印象
业也持否认态度( １ － １０:华为的子公司运行着大量

的光缆ꎬ这是华为和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所耍的花招ꎻ

８ － ９ － ３:华为没得选择ꎬ因为这是中国政府运作的方

面信息的国外市场上ꎬ有些消费者选择购买华为产

３

基于熟悉度视角的影响机制分析
虽然上述模型能够较好的呈现母国形象和企业

式) ꎮ 此外消费者对企业的感知会反过来影响母国

形象的形成过程ꎬ以及其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

质量转变了) ꎮ

过程中使用了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ꎬ而有些却只使

形象(２０ － ４:华为的手机很好ꎬ中国的产品开始向高

愿ꎬ但是该模型没有揭示为什么有些消费者在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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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其中一种? 这其中的深层机制又是什么?
Ｄｉａｍａｎｔ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指出熟悉度能够影响消费者

下ꎬ母国形象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消费者通过母
国形象感知产品质量和情感态度ꎬ进而形成购买意

在决策过程中使用哪些线索ꎬ因此在母国研究中忽

愿ꎮ

略熟悉度将会导致严重的模型错误和消极的结果ꎮ

３.２

熟悉度是消费者累积的关于产品的经验的程度ꎬ消

１７

熟悉度上升时的协同作用
相比于低熟悉度ꎬ高熟悉度的消费者具有更多

费者通过寻找信息、广告、和销售人员互动、口口相

关于企业和产品的经验和知识ꎬ母国形象和企业形

传以及消费来积累跟产品有关的直接或者间接经

象都会对购买意愿产生影响ꎮ Ｈａｎ(１９８９) 的研究发

验ꎬ其反应了消费者识别一个特定品牌或者企业并

现当消费者熟悉度上升时ꎬ母国形象就成为消费者

用直接或者间接经验把它跟特定的产品相关联的能

关于产品经验和知识的概括ꎬ进而影响产品质量评

力ꎮ 在母国和企业营销领域的研究都表明熟悉度影

估ꎮ 其后母国领域的研究证明当消费者了解来自特

响了消费者的决策过程ꎬ但不同程度的熟悉度对购

定国家的产品时ꎬ他们会更依赖企业产品形象而不

买意愿的调节作用不同ꎮ

是母国形象来推断产品质量和购买意愿ꎮ 同时 Ｈａｎ

３.１

低熟悉度下的晕轮效应
Ｐａｒｋ(１９８１) 将一个消费者没有相关信息搜索经

(１９８８) 指出在产品是由知名厂商制造的情况下ꎬ母

国形象的影响会很小ꎮ 这是因为知名厂商的品牌中

验、产品使用经验和拥有过该产品定义为“ 低熟悉

包含了更多关于产品质量和企业能力的线索ꎬ这些

度” ꎮ 营销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低熟悉度下ꎬ母国形

线索影响消费者对企业做出令人满意产品的判断ꎬ

象具有晕轮效应ꎮ 晕轮效应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凯

因此消费者有足够的信息和联想来推测产品质量ꎬ

利( Ｈ. Ｋｅｌｅｙ) 提出ꎬ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

从而减弱了母国形象对产品质量评估的影响ꎮ

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ꎬ他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

而随着熟悉度的上升ꎬ由制度、历史等方面引起

人其他方面的特征ꎮ 晕轮效应本质上是一种以偏概

的对母国的负面态度可能会被覆盖掉ꎬ因为信息的

全的认知上的偏误ꎬ其被频繁应用于企业管理上ꎮ

增加能够使消费者摆脱以往刻板印象的影响或减弱

Ｈａｎ(１９８９) 对母国形象的“ 晕轮效应” 进行了研究ꎬ

他们的民族中心主义ꎬ增加他们购买产品情感上的

结果证明当消费者对产品不熟悉ꎬ缺乏评估产品质

合理性ꎮ 另一方面消费者获得的企业社会、道德策

量所需的线索时ꎬ就会依赖母国形象ꎮ 这种情况下ꎬ

略等方面的信息如创造就业、热衷环保或者商业腐

实际上母国形象被当做产品形象来影响产品质量的

败等则能提高或者降低企业声誉ꎬ从而改变消费者

评估和购买意愿ꎮ 对于消费者而言ꎬ由于没有更多

的情感偏好并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ꎮ 因此ꎬ随着熟

关于产品企业的信息ꎬ母国便成为产品的一种外在

悉度升高消费者能够在决策过程中使用更多线索ꎬ

线索ꎬ是产品的无形特点的集合ꎬ包括品牌、价格和

母国形象的影响要小于其作为单一线索时的影响ꎮ

保证ꎬ因而母国形象对那些没有或者熟悉度非常低

此外ꎬ正如扎根理论中发现的ꎬ母国形象和企业

的消费者的影响最强ꎮ 这与我们在扎根理论中的发

形象会相互影响ꎬ而消费者熟悉度会调节这种影响

现相一致ꎬ低熟悉度的消费者更容易受中国“ 廉价

作用ꎮ 熟悉度的高低决定了消费者对企业的感知多

低质” 这一刻板印象的影响ꎬ认为华为的手机跟所

大程度上被其母国所影响ꎬ比如随着被消费者所熟

有低端的中国产品一样质量低下ꎮ

识ꎬ联想和中远的企业身份特征不再被负面的母国

而低熟悉度下ꎬ母国在情感态度方面也具有晕

形象所扭曲ꎬ从而削弱了消费者的负面态度ꎻ另一方

轮效应ꎮ 消费者不单单对优质产品或更低的价格感

面ꎬ消费者对企业越熟悉ꎬ企业形象对母国形象的影

兴趣ꎬ他们还对产品的企业具有经济、法律、道德等

响越明显ꎬ比如瑞典的宜家和沃尔沃创造出了与它

方面的期望ꎮ 缺乏信息使消费者只能通过他们过去

们母国之间普遍而积极的联系ꎬ并影响着瑞典在世

形成的对产品母国的刻板印象来评估企业能否达到

界上的国家形象ꎮ

预期ꎬ因为消费者倾向于认为来自同一母国的公司

综上我们发现ꎬ消费者购买产品时需要使用一

具有同样的特点ꎬ消费者很可能不会去评价产品本

些线索来降低不确定性ꎬ而熟悉度的高低则决定了

身ꎬ而对特定母国的负面情绪则会增加他们对外国

消费者在购买决策过程中会使用哪些线索ꎮ 如果消

产品的排斥和对本国产品的偏好ꎮ 因此在低熟悉度

费者除了产品的母国ꎬ其他的信息知之甚少ꎬ他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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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通过母国来评估购买意愿ꎻ而随着信息量的增
加ꎬ消费者会将母国和企业信息结合起来使用ꎬ以增

“ 刻板印象” ꎮ

加决策结果的合理性ꎬ降低购买产品时的风险ꎮ

４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外国消费者对华为产品评价的扎

根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消费者通过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来评估购
买意愿ꎮ 已有研究证明了母国形象和企业形象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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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ｍａｇ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９(３) :２５５－２７２.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Ｏｕｔｗａｒ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Ｏｆ －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ＺＨＥＮＧ ＹｉｎｇｄｏｎｇꎬＺＨＯＮＧ Ｃｈａｎｇｂｉａｏ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Ｎｉｎｇｂ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ｉｎｇｂｏ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３１５２１１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ｕ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ＯＯ)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ｗｈｅｎ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ｏｒ￣

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Ｈｕａｗｅ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ｏｕ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ｈｏｗ

ＣＯＯ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Ｏ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ｗｉ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ｒｅｔｕｒ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ꎬ ＣＯＯ ｉｍａｇｅ ｈａｓ ａ ｈａｌｏ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 ｌｏｗ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
ｕｃ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ｗｉｌｌ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ｍａｇｅꎻ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ꎻ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ꎻ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