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7 月 19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嚴厲打擊盜騙工資行為  

  

盜騙工資特別工作組追回欠工人和紐約州的近 300 萬美元賠償金  
  

開通新的舉報盜騙工資和追回被盜工資熱線 833-910-4378，並開發線上盜騙工資舉報和
跟蹤工具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採取重大行動，打擊盜騙工資行為，保護辛勤工作的紐約民衆

的薪資。州長宣佈，由紐約州勞工廳、紐約州總檢察長和地區檢察官聯合開展的盜騙工資

特別工作組，最近已確定十多家企業和 265 名個人的重罪定罪和協議，支付了自 2019 冠

狀病毒病疫情開始以來欠紐約州的近 300 萬美元工資賠償和繳款。州長還在特別工作組

的成功基礎上宣佈開通一條新熱線，並開發最先進的線上盜騙工資舉報系統，為工人創造

更多機會舉報盜騙工資行為，並收到拖欠工資，同時保護他們的隱私和安全。  

  

從今天開始，紐約民衆可以撥打新開通的熱線電話 833-910-4378 直接向紐約州勞工廳舉

報盜騙工資行為，該熱線提供口譯服務。線上舉報系統將使紐約民衆能夠以多種語言線上

舉報盜騙工資行為，同時提高勞工廳跟蹤投訴和識別趨勢的能力。  

  

霍楚爾州長表示，「在我們努力幫助紐約民衆從疫情帶來的經濟困難中恢復之際，我們

必須確保我們在保護工人，並保證他們收到應得的工資。盜騙工資特別工作組已經為工人

們贏得了重大勝利，我感謝總檢察長和地區檢察官與勞工廳合作，打擊不法分子，為工人

伸張正義。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們正在加倍努力，以幫助更多的工人，並明確表示，在紐

約，盜騙工資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副州長安東尼奧．德爾加多 (Antonio Delgado) 表示，「盜騙工資是一個嚴重問題，我

與州長、總檢察長和勞工廳一起表示，紐約不會容忍盜取辛勤工作的紐約民衆的謀生工

資。今天宣佈的措施將幫助我們解決這一問題，並為這些受害者帶來賠償。」  

  

為了促使紐約民衆舉報盜竊行為，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NYSDOL) 還開始開發一個新的、最先進的工人保護管理系統，在該系統中，紐約民衆可

以用多種語言線上申請索賠，並即時收到索賠狀態的更新。該專案耗資 1,000 萬美元，計



劃於 2023 年完成，將為勞工廳提供即時資料，提高其分析和識別違規趨勢的能力。這建

立在州長不斷努力提高透明度和加強州政府問責制的基礎上。  

  

盜騙工資特別工作組  

盜騙工資特別工作組在最開始利用刑法在涉及盜騙工資、欺詐和安全隱患的案件中為建築

工人伸張正義。該工作組最近將其工作範圍擴大到紐約州的其他行業和郡縣。盜騙工資特

別工作組包括紐約州勞工廳、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紐約州保險基金 ( New York State 

Insurance Fund, NYSIF)、全州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和紐約市調查局。工作組與工會和社區

組織密切合作，努力支援工人和追討欠薪。  

  

紐約州勞工廳廳長羅伯特．芮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我們的調查人員、地區檢

察官和全州的執法機構正在向那些試圖欺騙辛勤工作的紐約民衆的不法分子追討欠薪。我

向無良雇主傳達的訊息很明確：我們不會容忍對工人的虐待。如果你違反了我們的勞動

法，我們會找到你並追究你的責任。我們永遠不會停止為保護所有紐約工人而戰。」  

  

民事協議  

2022 年 4 月，林泰克電氣公司 (Lintech Electric, Inc.) 同意向 200 多名工人支付 90 萬美

元賠償，該公司在作為紐約市住房管理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多個專案的

分包商期間，未能支付現行工資並提交虛假工資文件。（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  

  

紐約州總檢察長萊蒂西亞．詹姆斯 (Letitia James) 表示，「每天，辛勤工作的紐約民衆

都在推動我們的州向前發展——他們讓我們變得偉大。長期以來，貪婪的雇主經常掠奪這

些工人，騙取他們應得的工資。在過去兩年中，我的辦公室已向全州 15,000 多名盜騙工

資受害者追回了 1,500 多萬美元，我們將繼續盡全力確保追究盜取紐約民衆工資的不法分

子的責任。我感謝霍楚爾州長、芮登廳長和盜騙工資特別工作組的所有成員，感謝他們的

合作和為紐約勞工而戰的不懈承諾。」  

  

重罪定罪  

2022 年 6 月 1 日，泰國小酒館 (Thai Bistro) 和卡爾馬小酒館 (Karma Bistro) 的 Piyamas 

Dimasi 被判處 5 年緩刑，必須支付 8,000 美元的拖欠工資，以及因強迫一名移民在餐廳

工作而向紐約州勞工廳和紐約州稅務和財政廳進行相應賠付。（斯克內克塔迪）  

  

2022 年 6 月 1 日，位於新羅謝爾的赫爾利牛排餐廳和酒吧的老闆保羅．赫爾利 (Paul 

Hurley) 承認拖欠工資，這是一項輕罪，因為他未向八名員工支付總計 23,114 美元的工

資。作為認罪協議的一部分，赫爾利向受害者支付了全部賠償，並將於 2022 年 9 月 14 

日被判三年緩刑。（威徹斯特）  

  

2022 年 4 月 29 日，APJ 復興公司 (APJ Restoration Inc.) 承認對紐約州保險基金實施欺

詐，違反了《工人賠償法》，而艾倫．詹姆斯 (Alan James) 承認在提交給紐約州保險基

金的文件中少報了業務總銷售額，犯了二級偽造業務記錄罪。被告將向紐約州保險基金支

付超過 32,575 美元的賠償金。（薩福克）  



  

2022 年 4 月 7 日，金星安裝服務公司 (Goldstar Installation Services) 和保羅．吉利斯特

羅 (Paul Gilistro) 對因未能向員工支付法定現行工資而犯下的二級蓄意詐騙罪供認不諱。

作為認罪協定的一部分，被告支付了 40,000 美元的賠償金，並在一年內支付另外 40,000 

美元。（薩福克）  

  

2022 年 3 月 28 日，紐約三州建築公司 (Tri-State Construction of NY Corp) 承認「故意

不支付現行工資和補助金」，並同意向員工支付超過 121,530 美元，因為他們沒有向員

工支付亨廷頓聯合自由學區 (Huntington Union Free School District) 資本改善專案的補充

福利和加班工資。（薩福克）  

  

2022 年 2 月 17 日，核心設計有限公司 (Designcore Ltd.) 接受了一項有條件解雇的公司

認罪，其中包括向六名未付工資和加班費的員工支付 39,400 美元的賠償金。（布魯克

林）  

  

2021 年 10 月 14 日，琳達．庫涅金 (Linda Cunegin) 和三郡家庭護理服務公司 (Tri 

County Home Custering Services) 承認未根據《紐約勞動法》支付工資，並因未向 9 名

工人支付工資而被責令償還 61,000 美元的工資。（拿騷）  

  

2020 年 9 月 22 日，賈格德普．迪爾 (Jagdep Deol) 承認未能代表公司激光電氣承保公司 

(Laser Electrical Contracting) 支付現行工資。這是一項重罪指控，因為在紐約市學校建

設管理局和紐約市教育局的專案中，扣留了 11 名員工超過 150 萬美元的現行工資。作為

認罪協議的一部分，迪爾需要向受害者全額賠償，並向紐約市賠償約 16 萬美元的調查費

用。迪爾還對違反紐約州現行的工資勞動法的輕罪表示認罪。（皇后區）  

  

2021 年 8 月 26 日，弗雷戈西園林綠化公司 (Fregosi Landscaping) 的約瑟夫．弗雷戈西 

(Joseph Fregosi) 因未能支付帕特南郡一個建築專案的兩名工人的現行工資而對故意不支

付現行工資、一級偽造業務記錄和三級偽造工資報告供認不諱。弗雷戈西將向受害者支付 

46,800 美元的賠償金。（帕特南）  

  

參議院勞工委員會主席、州參議員杰西卡．拉莫斯 (Jessica Ramos) 表示，「一整天的

工作應該得到一整天的工資。自從我加入參議院以來，我一直把立法放在優先位置，讓鄰

居們辛苦賺來的錢回到他們的口袋，為 SWEAT 而奮鬥，並通過了針對私人建築行業盜

騙工資的立法。我很感激紐約民衆可以使用另一種工具來追回被盜的工資，並將其視為我

們州保護勞動者免受剝削者侵害的集體努力中的一項重要舉措。」  

  

議會勞工委員會主席、議員拉托亞．喬伊納 (Latoya Joyner) 表示，「辛勤工作的家庭需

要知道，紐約是他們的靠山，而那些試圖以犧牲員工為代價中飽私囊的雇主將被追究責

任。盜騙工資特別工作組的成功和今天新熱線的宣佈發出了一條明確的訊息，即紐約不會

容忍盜騙工資，我很自豪地支持霍楚爾州長支持勞動者的最新倡議。」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阿爾文．布拉格 (AlvinBragg) 表示，「頑固的不法分子有計劃地虐待

和欺騙他們的員工。我的辦公室將繼續追究這些雇主的責任，保護受害的工人。這是一個

關乎公平、經濟機會和種族正義的問題。我很感謝霍楚爾州長和紐約州勞工廳為紐約民衆

提供了一種舉報盜騙工資行為的語言渠道。」  

  

布魯克林地區檢察官埃裡克．岡薩雷斯 (Eric Gonzalez) 表示，「工人應得到被拖欠的每

一美元，這些案件向無良雇主發出了一個強烈訊號訊：欺騙工人是不值得的。盜騙工資案

件是我專門負責的勞動欺詐部門的首要任務，我感謝州長、監察長、盜騙工資特別工作組

和我們的勞動夥伴的合作，感謝他們領導打擊這一讓辛勤工作的紐約民衆受害的無處不在

的犯罪。」  

  

拿騷郡地方檢察官安妮．T．唐納利 (Anne T.Donnelly) 表示，「我們透過調查發現，當

雇主欺騙工人時，他們經常從事其他犯罪活動。首先是盜取工資，然後偽造工資記錄、納

稅申報單、失業保險索賠，以及沒有購買適當數額的工傷賠償保險。我的辦公室致力於確

保那些拿著員工辛苦賺來的工資中飽私囊的雇主被追究責任。我感謝霍楚爾州長為我們提

供了打擊社區盜騙工資行為的新工具。」  

  

帕特南地區檢察官羅伯特．坦迪 (Robert Tendy) 表示，「在紐約，盜騙工資是一個大問

題，尤其是在政府專案上，它奪走了最應得的人的血汗錢。我們不會容忍這種行為。這項

調查是根據線索開展的，我們請請任何瞭解我們郡內盜騙工資資訊的人與我們聯絡。一切

均予以保密，我們對此非常重視。」  

  

皇后區地方檢察官梅琳達．卡茨 (Melinda Katz) 表示，「選擇在紐約做生意的無良雇主

和承包商都會受到警告，我們不會容忍在我們的城市和州出現盜竊、欺詐或不安全的工作

條件。盜騙工資不僅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而且對我們社區的最弱勢群體產生了嚴重影

響，並對我們的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這就是為什麼我上任後成立了住房和工人保護局，

以確保員工（和房主）免受非法行為的侵害。我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總檢察長萊蒂西

亞．詹姆斯和所有公職人員為保護紐約勞動力所做的辛勤工作。」  

  

薩福克地區檢察官雷．蒂爾尼 ( Ray Tierney) 表示，「作為預防盜騙工資特別工作組的

成員，我致力於保護我們辛勤工作的公民。我堅信提高社區警惕性和政府對這個問題的反

應至關重要，我讚賞這種協調一致的努力，將那些盜騙工人工資的人繩之以法。」  

  

威徹斯特地區檢察官米里亞姆．羅卡 (Miriam Rocah) 表示，「不給賺取微薄工資的工人

支付工資，並利用移民工人，是對辛勤工作者的極端剝削，也是一種犯罪。我感謝盜騙工

資特別工作組的合作夥伴和同事，感謝他們的合作，讓我們能夠為所有行業的工人，特別

是那些最容易受到這些罪行傷害的工人伸張正義。」  

  

紐約州保險基金執行董事兼執行長高拉夫．斯懷特 (Gaurav Vasisht) 表示，「打擊欺詐

是確保紐約雇主獲得盡可能低成本的工傷賠償和傷殘保險的關鍵組成部分。我要感謝紐約



州勞工廳、總檢察長辦公室和所有執法機構在追究不法分子的責任和保護本州工人方面的

合作。」  

  

紐約州勞工廳盜騙工資保護  

在過去十年中，紐約州勞工廳透過刑事案件和民事執法追回並分發了超過 3.6 億美元的被

盜工資，查明了 100 多萬名被錯誤分類的工人，並評估了超過 4 億美元的失業保險欠

款。  

  

紐約州的所有私營企業都必須支付最低工資和加班工資，並遵守州和聯邦勞動法。紐約州

勞工廳幫助沒有獲得最低工資的工人追回少付的工資。需要幫助或想提交投訴的紐約民衆

可以發送電子郵件至 labor.sm.ls.ask@labor.ny.gov 或致電：1-888-4-NYSDOL (1-888-

469-7365)。  

  

現行工資是法律規定的公共工程專案的工資標準。根據紐約州勞動法，承包商和分包商必

須根據公共工程合同，依據執行工程的地點，向所有工人支付現行工資和補貼。要舉報普

遍存在的工作違規行為，請發送電子郵件至：labor.sm.pwask@labor.ny.go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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