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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0 元的 LV 鞋子
穿了 20 天就破损
经过鉴定质量存在瑕疵 LV 已经承诺更换
孔小姐上个月在宁波和义大道的 LV 专卖店买了一双价格为 4750 元的休闲鞋，穿了不到 20 天，鞋面出现了破
损。之后，她和专卖店进行了沟通，一直没有取得满意的结果。在不久前市消保委和 《宁波晚报》 联合举办的 3·
15 维权微访谈上，她通过这个平台进行了投诉。经过各方协调，LV 方面承诺给孔小姐调换处理。

1

鞋面上有明显的破损。（照片由孔小姐提供）

4750 元的 LV 鞋子穿了不到 20 天就破损

2 月 9 日，来宁波旅游
的孔小姐，在和义大道的
LV 专卖店以 4750 元的价
格购买了一双休闲鞋。2
月底，她打算清洁一下鞋
面，却发现在鞋带下面有
一小块鞋面发生了破损 。
“这个破损的地方很特
别，就在鞋带下面，不把

2

鞋带松开，根本无法发
现 。” 孔 小 姐 觉 得 很 憋
屈，她觉得应该找商家好
好理论理论。由于工作原
因，孔小姐需要经常出
差，鞋子发现问题的时
候，她正好在杭州。因为
LV 承 诺 ， 只 要 是 在 专 卖
店出售的商品，是可以进

行全球的售后服务的，和
在哪里购买无关。于是孔
小姐就来到了 LV 位于杭
州大厦的专卖店进行交
涉。
孔小姐表示，自己平
时穿鞋还是比较注意的，
没有过度使用，也没有去
过什么特别难走的山路，

平时就是逛街或者去旅游
景点，其他时间基本上都
是在酒店。按照这样的使
用频率，鞋子不应该出现
这样的问题。
杭州大厦专卖店表
示，鞋子是否存在质量问
题，要看具体的检测结
果，专卖店方面没有能力

出具这个结果，需要拍照
上传到上海总部进行鉴
定。当时，对方给出的时
间是在 7 个工作日之内给
出答复，提供是否存在质
量问题的检测报告。但是
让孔小姐感到失望的是，
时间过去了 10 多天，对方
却迟迟没有回复 。“专卖

店和上海总部之间互相推
诿，我去问了好几次，都
没有给我一个正面的答
复，奢侈品维权之路也是
很艰难啊 。”孔小姐告诉
记者，直到她离开了杭
州，对方还是没有一个明
确的答复。

具体细节，但是其中可能
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导致
双方意见发生了分歧，给
消费者造成了困扰，他们
也表示歉意。
昨天，吴店长通过电
话告知记者，他们已经第
一时间把鞋子送到上海总
部进行检测，现在确定是
鞋子本身存在一定的瑕
疵。他们也保证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给消费者实行退
换货处理。但是同款的鞋
子不一定有现货，孔小姐
可以选择专卖店的任一产
品进行调换，如果价格有
差异，只要补上差价就可
以了。
对 于 LV 方 面 给 出 的
处理意见，孔小姐表示接
受。她对记者表示，之前
她觉得商品维权尤其是奢

侈品的维权还存在很多问
题和困扰，但是通过网络
平台和媒体以及消保委等
相关部门的介入，问题还
是得到了相对满意的解
决。她也提醒广大消费
者，遇到消费纠纷不要怕
麻烦，要保存证据，通过
各种渠道维权，总会得到
合理的解决。
记者 毛雷君

通过 3·15 微直播投诉 问题得到了解决

之后，孔小姐又到其
他地方出差，但是心里一
直记着这个事情，总想着
有个解决的办法。她对记
者表示，哪怕不是质量问
题，对方是否能为消费者
提供些专业的维修服务信
息呢？
3 月 15 日当天，孔小
奶通过微访谈的形式，向
宁波市消保委反映了这个

情况。随后，按照属地处
理的原则，消保委也给予
了及时的回复，希望双方
进一步协商来妥善处理此
事。
记者了解到，随后孔
小姐通过快递的方式将鞋
子送到了宁波的专卖店，
要求进一步的处理意见 。
根据孔小姐提供的电话，
记者联系到了 LV 在上海

的中国总部，说明了情
况。也来到了和义大道的
LV 专 卖 店 了 解 后 续 的 处
理进展。
宁波店的吴店长介
绍，他们已经收到了孔小
姐快递来的鞋子，将尽快
把鞋子发往上海总部进行
检测。吴店长同时表示，
虽然他并不清楚孔小姐之
前和杭州的专卖店沟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