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2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追繳到遭詐騙的創紀錄失業保險  (UNEMPLOYMENT INSURANCE, UI) 

福利金   

  

與地方檢察官合作，打擊失業保險詐騙   

  

把創紀錄的  450 萬美元資金返還給失業保險信託基金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透過與地區檢察官合作，在  2017 年追繳回以欺詐方

式取得的創紀錄失業保險福利金  4,500,718 美元。  

  

「寡廉鮮恥的騙徒鉆制度的空子時，他們也對遵紀守法的紐約民眾和企業這樣

做，」州長葛謨表示。「感謝調查人員和地區檢察官與我們合作打擊失業保險欺

詐活動，並幫助維護制度的完整性。」   

  

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NYS DOL) 特別調查辦公室  

(Office of Special Investigations) 負責調查失業保險欺詐案例。紐約州勞工廳監測多

個數據源，並利用各種分析技術判斷發生欺詐的情況。總體來說，只有一小部分收

取福利金的個人會實施這種非法活動。企圖鉆制度空子實施欺詐的人通常很快就會

被發現。一旦發現可疑的欺詐行為，案件會立即提交給地方執法機構。  

  

下列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在  2017 年為失業保險信託基金追回  10 多萬美元資金：  

  

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2017 年追回的福利金總額   

Erie County  $477,162  

New York County  $383,516  

Queens County  $328,447  

Westchester County  $316,282  

Monroe County  $301,128  

Suffolk County  $288,710  



 

 

Bronx County  $216,814  

Orange County  $187,587  

Onondaga County  $180,599  

Albany County  $165,294  

Richmond County  $162,618  

Dutchess County  $132,808  

Nassau County  $117,289  

Other DA Offices  $1,242,464  

總計  $4,500,718  

  

其他辦公室追回的福利金總額清單請見此處。 

  

紐約州勞工廳  (Labor) 廳長羅伯塔·利爾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紐約州勞工

廳  (State Labor Department) 致力於積極調查失業保險欺詐活動。我們依靠執法機

構敬業的合作夥伴查處提交的案件，我們每年在追繳金額方面持續創造新高，這有

力地證明了這些關係。」   

  

伊利郡  (Erie County) 地方檢察官約翰 ‧弗林  (John Flynn) 表示，「很自豪我們辦公

室與紐約州勞工廳合作調查這些案件。當你欺騙紐約州時，就是在欺騙本州每個守

法的納稅人。」   

  

曼哈頓區  (Manhattan) 地區檢察官小塞勒斯  R. 萬斯  (Cyrus R. Vance, Jr.) 表示，

「失業保險福利金用於幫助由於超出其控制範圍的原因而失業的紐約民眾，而不是

為了那些操縱這些援助制度以自肥的人。我的辦公室致力於追究這些騙徒的責任，

感謝葛謨州長、紐約州勞工廳以及諸位夥伴開展合作，著眼於紐約州納稅人、員工

以及僱主的利益追回這些非法取得的資金。」   

  

皇后郡  (Queens) 地方檢察官理查德  A. 布朗  (Richard A. Brown) 表示，「失業福

利金是很多紐約民眾的重要生命線，但是我們將充分依法查處在皇后郡不實申領失

業資金的人。除了設法懲處企圖愚弄制度的人，我們還將追回資金。失業保險欺詐

削弱了對全體僱員至關重要的工作場所保護措施。」   

  

韋斯特徹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地區檢察官小安東尼  A. 斯卡匹諾  

(Anthony A. Scarpino, Jr.) 表示，「愚弄專門面向有需求的民眾的財政補助制度會

造成附加影響。企業支付更多費用，這些費用反過來將傳遞給消費者。我們嚴肅查

處這些犯罪活動，並將繼續與紐約州勞工廳、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Homeland 

Security) 以及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合作，把這些騙取本州資金的

人繩之以法。」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Unemployment_Insurance_Fraud_Restitutions.pdf#_blank


 

 

門羅郡  (Monroe County) 地區檢察官桑德拉·多雷  (Sandra Doorley) 表示，「保險

欺詐只是我們的經濟犯罪調查局  (Economic Crime Bureau) 的一小部分工作內容。

經濟犯罪調查局的三個助理地區檢察官盡忠職守地開展工作，查處各種經濟犯罪活

動，他們在失業保險欺詐案件中取得的成就令我自豪。檢察官追回納稅人的資金時

總是令我感到高興，我們將繼續與執法機構以及紐約州勞工廳合作，證明我們與查

處欺詐活動有關的承諾。」   

  

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地區檢察官提摩西  D. 西尼  (Timothy D. Sini) 表示，

「薩福克郡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Suffolk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日復一日地

努力工作，代表我們的居民保障正義，我們將不會坐視不誠實的人愚弄制度。查處

這些虛假的申請不僅保護我們的納稅人，還將確保支出的每一分錢都提供給真正需

要這些服務的居民。感謝葛謨州長帶頭在紐約州開展這項工作，並感謝薩福克郡地

區檢察官辦公室經濟與網路犯罪調查局  (Economic and Cyber Crime Bureau) 辛勤工

作的人員協助追回這些資金用於保護納稅人。」   

  

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地區檢察官戴維德  M. 霍雷  (David M. Hoovler) 表示，

「我的辦公室專注於打擊欺詐活動，這些活動影響到了納稅人的收入，例如失業保

險欺詐。我們在追繳透過欺詐活動攫取的公共資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承諾

繼續開展這些工作。各機構相互合作時，對欺詐活動的查處是最富成效的。無論是

與紐約州警察局以及紐約州勞工廳合作起訴失業保險欺詐犯罪活動，還是與社會服

務局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以及奧蘭治郡警長辦公室  (Orange County 

Sheriff's Office) 合作打擊福利金欺詐活動，各機構開展合作對於我們目前為止取得

的傑出成績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感謝紐約州警察局和紐約州勞工廳在對失業

保險欺詐案件實施調查和起訴的過程中為我們辦公室提供的所有援助。」   

  

奧農達加郡地區檢察官威廉姆  J. 菲茨帕特里克  (William J. Fitzpatrick) 表示， 

「查處欺詐活動和騙取納稅人資金的罪犯始終是我任期內的首要工作。這個成績再

次證明了透過哪些渠道與本州開展合作能夠偵查出惡意利用制度的人，在本案中是

與紐約州勞工廳合作。」   

  

里士滿郡  (Richmond County) 地區檢察官邁克爾  E. 麥可馬宏  (Michael E. 

McMahon) 表示，「騙取以及不當獲取失業保險福利金的人是在竊取公共資金，  

這些資金原計劃用作失業人員的重要安全網。這些騙徒推高了誠實的企業主承擔的

費用，並導致納稅人失去保護，我們絕不容忍這些騙徒的無恥行為。我辦公室的經

濟犯罪調查  (Economic Crimes Bureau) 將繼續與葛謨州長、紐約州勞工廳以及諸位

夥伴合作，追回這些非法取得的資金，並充分依法起訴這些不良分子。」   

  

紐約州勞工廳運營著美國頂級規模的失業保險系統。除了管理整個系統，紐約州勞

工廳還負責預防欺詐活動並加以制止，並保障失業保險信託基金的廉正性，該基金

完全利用僱主捐款提供資金。信託基金因欺詐索賠被迫支付款項時，雇主必須付出



 

 

更多資金，這意味著消費者也將付出更多資金。制止失業保險欺詐活動符合每個人

的最佳利益。  

  

紐約州在預防和調查失業保險金欺詐方面領先於全國。如有與可疑失業保險欺詐行

為有關的資訊，務請致電勞動部的匿名免費欺詐舉報熱線  (888) 598-2077 或訪問  

www.labor.ny.gov/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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