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2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和檢察長  (ATTORNEY GENERAL, AG) 施耐德曼  (SCHNEIDERMAN)  

與多位檢察官合作打擊建築業內的薪酬竊取行為   

  

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檢察長以及  7 個郡地方檢察官  (District Attorney, 

DA) 聯合開展工作，對僱主提起刑事訴訟   

  

依據多次調查提起刑事訴訟，將向工人歸還  120 多萬美元薪酬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目前與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全部五個郡、韋斯特

徹斯特郡 (Westchester)、拿騷郡 (Nassau) 的地方檢察官以及紐約州檢察長艾瑞克  

T. 施耐德曼 (Eric T. Schneiderman) 開展全面合作取得的成果，旨在針對竊取薪酬

的承包商提起刑事訴訟。  

  

1 月 1 日起，紐約州勞工廳把幾宗臭名昭著的薪酬拖欠案件提交給檢察官，這些

檢察官隨後提起了刑事訴訟。提交的這些案件根據幾個法院開展的調查提起公

訴、重罪指控或不起訴協議。將近  400 個工人遭竊取的大約  120 萬美元薪酬目前

已經得到確認並加以評估，幾宗案件仍等待判決或即將判決。將近  70 萬美元薪

酬已返還給工人。  

  

「紐約州相信一天的誠實勞動應當得到一天的誠實薪酬，並且絕不容忍有人企圖

竊取員工的薪酬，拒絕向員工提供其有權取得的薪酬，」州長葛謨表示。「這次

執法行動發出強烈的直接訊息，即工人將獲得保護，並且這個偉大的州將繼續秉

持公正平等的原則。」   

  

「法律明確規定：紐約民眾有權為一天的誠實勞動獲得一天的誠實薪酬，」州檢

察長施耐德曼  (Schneiderman) 表示。「我的辦公室絕不容忍薪酬竊取行為。

2011 年起，我們為超過  2.1 萬個工人追回了將近  3,000 萬美元被竊取的薪酬，  

我們將繼續確保紐約州工薪家庭獲得應得的公平份額的薪酬。」   

  



 

 

紐約州南部地區建築業近期發起執法行動，用於回應遭舉報的該行業廣泛存在的

工人剝削行為。移民工人在建築業勞動群體中佔據極大比例。這些工人被以竊取

薪酬或不安全的工作環境等方式遭人利用的可能性更大，尤其是在非工會建築場

所。開展這次執法行動前，美甲沙龍和洗衣等行業開展了類似的執法行動。  

  

這次執法行動仍在繼續開展，勞工廳繼續調查薪酬盜竊案件，並把這些案件提交

給執法合作夥伴，這意味著更多壞人將被繩之以法，更多工人將獲得補償。  

  

典型的案例包括：  

  

公司   
地方檢察官 /檢

察長   

工人

人數   
評估金額   

紐約市 VIR 建築公司  (VIR NYC)  
曼哈頓區 

(Manhattan)  
2  5,520 美元  

威斯克廚具店  (Whisk)  曼哈頓區  29  
90,400 美

元  

斯蓋建築材料公司  (Sky Materials)  曼哈頓區  281  
464,700 美

元  

都市地鐵公司  (City Metro)  曼哈頓區  47  
241,800 美

元  

瑪格尼提克承包公司  (Magnetic 

Contracting Corp.) 

皇后區 

(Queens)  
6  

95,300 美

元  

J&D 塗飾承包商公司  (J&D Painting 

Contractors)  
檢察長  6  

39,000 美

元  

AVM 建築公司 (AVM Construction)  檢察長  6  
281,630 美

元  

美國絕緣設備與總承包公司  (National 

Insulation and General Contracting Corp.) 
拿騷郡  9  

13,750 美

元  

總計     386  
1,232,100 

美元  

  

  

仍在處理中的案件包括在多個郡開展積極調查，包括布魯克林郡  (Brooklyn)、韋斯

特徹斯特郡、里士滿維爾郡  (Richmond)、曼哈頓郡  (Manhattan)。 

  

目前仍參與這項工作的檢察官包括：  

  

•  檢察長艾瑞克  T. 施耐德曼 (Eric T. Schneiderman)  

•  布朗克斯區  (Bronx) 地方檢察官達塞爾  D. 克拉克 (Darcel D. Clark)  



 

 

•  布魯克林區當選地方檢察官艾瑞克 ·崗薩雷斯  (Eric Gonzalez)  

•  曼哈頓區地方檢察官塞魯斯 ·萬塞 (Cyrus Vance)  

• 拿騷郡地方檢察官瑪德琳·斯恩噶斯 (Madeline Singas)  

• 皇后區地方檢察官理查多  A. 布朗 (Richard A. Brown)  

• 里士滿維爾郡地方檢察官邁克爾  E. 麥可馬宏  (Michael E. McMahon)  

• 韋斯特徹斯特郡地方檢察官小安東尼  A. 斯卡匹諾 (Anthony A. Scarpino, Jr.) 

  

「不法分子必須承擔其行為造成的後果，葛謨州長再次明確表示：竊取辛勤工作

的紐約民眾賺取的薪酬是不可接受的。」勞工廳廳長羅伯特·芮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我們與本州傑出的檢察官以及檢察長合作，從而獲得又一個渠

道用來為工薪家庭爭取權利。感謝這些人就這些案件提起訴訟，並樹立榜樣供我

們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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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民眾每週損失  2,000 萬美元未支付的薪酬。建築工人每天冒著生命危險工

作，被迫思考實際能否得到工作報酬。薪酬盜竊行為是紐約市和紐約州最普遍的

一個問題，就建築業而言，僱主經常剝削工人，這些僱主竊取數百萬未支付的薪

酬。我很自豪並感激能夠與執法部門以及政府內的夥伴合作抵制這種欺詐行為。

伴隨感恩季臨近，300 多個紐約民眾共將拿到  50 萬美元的欠付薪酬，我希望這些

人的家庭能夠因此過上更加愉快的假期。」   

  

代理地方檢察官艾瑞克 ·崗薩雷斯  (Eric Gonzalez) 表示，「在布魯克林區，我們

致力於保護工人，並避免工人辛苦賺來的薪酬遭人騙走。我們長久以來始終努力

追究僱主的責任，並將繼續這樣做。我們很自豪參與薪酬克扣治理計畫  (Wage 

Theft Initiative)，以確保全州企業了解竊取工人薪酬是犯罪行為，並將因此遭到起

訴。」  

  

布朗克斯區地方檢察官卡塞爾  D. 卡拉克  (Darcel D. Clark) 表示，「建築工人從事

通常很危險的艱苦工作來建造我們城市的天際線，任何剝削這些工人的人將遭到

起訴並面臨處罰。憑著全州薪酬克扣治理計畫  (Statewide Wage Theft Initiative)， 

我們將能夠作為合作夥伴更高效地開展工作，以保障薪酬公正，並阻止這個重要

產業內的貪腐和欺詐活動。布朗克斯區地方檢察官辦公室  (Bronx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一如既往地調查所有蓄意欺詐辛勤工作的建築工人的不法分子並加以起

訴。這些工人與所有工人一樣，應當為所有工時獲得公平的薪酬。」   

  

皇后區地方檢察官理查德 ·布朗  (Richard Brown) 表示，「在整個紐約州和皇后

區，拖欠薪酬是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具體來說，這主要歸因於龐大的移民群體。

很多來到美國的移民工人被迫以遠低於現行費率的薪酬打工，然後只能眼睜睜地

看著薪酬被克扣或薪酬支票因資金不到位而被銀行拒付。最後的結果是，工人處



 

 

在艱難的境地，要麼上訴並因此失去工作，要麼保持沉默並繼續被利用。在皇后

區提起訴訟的案件中，僱主被指控為拒絕向僱員支付雙方約定的薪酬。」   

  

拿騷郡地方檢察官瑪德琳 ·斯恩噶斯  (Madeline Singas) 表示，「不誠實的承包商

每週從建築業辛勤工作的工人手中竊取數百萬薪酬。薪酬竊取問題在本州日趨嚴

重，我們身為地方檢察官，有責任保護受害的工人，並起訴違法的承包商。感謝

地方檢察官萬斯  (Vance)、紐約州勞工廳以及執法合作夥伴設立薪酬克扣治理計

畫。我們將合作清理不法分子，並保護紐約州建築業工人的尊嚴。」   

  

調查局  (Department of Investigation, DOI) 局長馬克  G. 皮特斯  (Mark G. Peters) 

表示，「與指控的問題一致，這些承包商欺詐工人，利用欺騙手段來竊取薪酬。

這次執法行動旨在揭發建築業主，阻止他們欺詐員工並向監管機構撒謊來繼續實

施欺詐，這對灌輸誠實和阻止這些遭起訴的犯罪活動是至關重要的。調查局很自

豪與曼哈頓區地方檢察官辦公室  (Manhattan DA's Office) 以及全體夥伴合作，終結

這類工人欺詐活動。」   

  

紐約市審計長斯科特  M. 斯特林傑  (Scott M. Stringer) 表示，「這關乎對錯和公

正。我因此督促本機構設定現行薪酬並嚴肅執行，我的辦公室將繼續與檢察長以

及地方檢察官合作，追究無良僱主的責任。我們將開展前所未有的合作，打擊嚴

重觸犯現行薪酬法規的人，並捍衛法律。」   

  

自葛謨州長就任以來，紐約州勞工廳  (State Labor Department) 已經向工人返還了

逾 1.5 億美元遭竊取的薪酬，總金額創美國最高。  

  

紐約州勞工廳負責調查薪酬盜竊案件。通常可利用合規會議為工人追回薪酬，  

而無需採用行政訴訟，僱主在會議上同意向工人支付拖欠的薪酬。在過分的情況

下，或僱主拒絕支付薪酬或企圖藏匿資產用來逃避支付薪酬，紐約州勞工廳依靠

地方檢察官起訴案件。  

  

紐約州絕大多數企業都遵守法律，但是不法分子竊取薪酬最常用的手段包括：  

  

•  只支付零頭薪酬；   

•  計算工時的時候，按照次最低薪酬對完成的工作支付日薪；   

•  對薪資週 40 小時以外的工時不支付加班費；   

•  對同一天內兩項工作任務之間的出行時間不支付薪酬；   

•  克扣離職薪酬；   

•  『培訓』時間不支付薪酬；   

•  向員工收費提供規定的制服或設備。  

  



 

 

基於 2015 年設立的美國首個被剝削工人工作組  (Exploited Workers Task Force) 取

得良好的成績，葛謨州長在  2016 年 7 月發佈第 159 號行政命令，設立長期的雇

員身份錯誤分類與工人剝削聯合工作組  (Joint Task Force on Employee 

Misclassification and Worker Exploitation)。州長發佈的這份行政命令整合了三個現

有的多機構工作組，用於協同開展跨機構工作，旨在保護多個行業的工人，這些

行業的工人時常受到殘酷對待，但因害怕遭到報復而不敢聲張。其中許多人是移

民和頻繁工資欺盜受害者。  

  

他們往往在不安全或不衛生的工作條件下工作；工作時間很長且不規則；在工作

用品、培訓和工作服等方面被非法扣除。他們的工作往往不被計入在冊，作有危

險的工作，並經常被置於與世隔絕的地方。  

  

此外，州長還在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內部設立了調解工作組  (Mediation 

Unit) 和反報復工作組  (Anti-Retaliation Unit)。調解工作組設法推進決議，以便工人

更快拿到應得的薪酬。反報復工作組代表遭到不利對待的工人採取行動，針對違

反勞動法的行為提起訴訟，或向權威部門報告這些行為。  

  

任何人想控訴薪酬竊賊，建議致電  1-888-4-NYSD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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