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華人存款被盜 銀行卸責捱轟
百萬血汗錢不翼而飛 數十苦主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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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數十名華人在法拉盛一家大通銀行門前示威。
網絡圖片

美國紐約華人社區近期頻繁
發生銀行存款被盜案件，有受害人損失金額高
達 萬美元（約 117
萬港元）。嫌犯疑似使用了
偽造身份信息，但銀行方面既未仔細核查取款
人身份，案發後也態度敷衍，未能及時幫助受
害人追回錢財。 月 日，數十名受害人在法
拉盛市中心的大通銀行門前示威。組織示威的
朱先生告訴大公報記者，不到一個月已有近 300
人報告存款被盜。受害人表示，若銀
行遲遲不願行動，他們將訴諸
州檢察長辦公室和聯邦執法機
構。
大公報記者 王可嘉

多名紐約華人的大通銀行賬戶遭
▲
竊，圖為大通銀行的 ATM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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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存款被盜案例
•去年8月，鄭洪妹被人用假證件從大通銀行
賬戶盜走6000美元，她報警並告知銀行，
但直到今年5月仍未追回損失。
•一名46歲華人男子5月報案指，其加密貨幣
投資賬戶被盜走13萬美元。
•一名30歲華人5月9日報案
指，其美國銀行賬戶遭人
盜走5000美元，個人身份
也被盜用。
• 一名83歲長者5
月14日表示，有
人冒用他的身
份向兩家銀
行申請信用
卡，並消費
逾7萬美
元。

法拉盛社區守望互助隊於5月28日組織抗
議活動。30多名存款被盜的華人在當地一家大
通銀行附近高舉 「銀行監管不力」 及 「我們絕
不容忍將損失強加客戶身上」 等標語，要求銀
行正面回應客戶訴求。紐約州眾議員候選人趙
靖桉等人當天也到場支持。
大通法拉盛分行的一名經理對示威者表
示，自己只負責本地營業部的工作，對於
客戶存款發生的問題，尤其是在其他分
行發生的問題 「愛莫能助」 。大通銀
行發言人僅公式化地回應說： 「鼓勵
所有顧客按時留意他們的賬戶，若發
現異常，需立即聯繫銀行尋求幫助。」

維權組織擬發起集體訴訟
法拉盛社區守望互助隊隊長
朱立創6月1日接受大公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新冠疫情期間，華人
銀行存款不翼而飛已成為一個嚴重
的問題，但銀行一直推諉責任不認真解決
問題。朱先生等人創建的受害人維權群不到
一個月已湧入近300人，其中涉及大通銀行的
投訴最多，美國銀行、花旗銀行等也有
不少。朱先生表示，本月估計可累積30
份針對大通銀行的實名投訴信，屆時將
集體寄到近10個有關部門。他呼籲更多
受害人與互助隊聯繫，發起集體訴訟。

來源：世界新聞網

參與示威的華人表示，疫情期間
大家本就面臨很大經濟壓力，被盜的
都是賴以生存的血汗錢。從事護理
工作的鄭洪妹說，她的大通銀行賬戶約一
年前就出現異常，被人用假證件取出
6000美元，相當於她3個月的薪資。她報
警並告知銀行，但直到現在也沒能追回損
失。
另一名示威者楊女士表
示，她和開辦學校的生意夥伴
好不容易獲得十多萬美元的小
企業貸款，但去年11月突然有
人更改了他們的商業賬戶信息，並從4家
不同的大通銀行分行累計盜走10萬美
元。楊女士直言，銀行連續4次都沒有仔
細核查取款人身份，令人難以理解。事
發後，楊女士數次與銀行交涉，但銀行
先是要求她提供警方報告，又在她提交3
次報告後仍聲稱 「沒收到」 ，且至今未
拿出賠償方案。
吳先生表示自己的支票賬戶和儲蓄
賬戶分三次被盜走15萬美元。大通銀行
聲稱，吳先生本人親自取走了存款。但

韓團BTS赴白宮 籲停止仇視亞裔
國亞裔和太平洋島民傳統月。拜登承
認，眾多亞裔美國人正在經歷歧視，
並表示感謝BTS為此發聲。會面結束
後，BTS團員與白宮新聞秘書讓．皮
埃爾一同現身新聞簡報會，吸引比平
日更多的記者和線上直播觀眾。

▶ 5 月 31 日 ， 韓 團
BTS在白宮為被歧視
的亞裔發聲。 法新社

竊賊疑偷信盜身份信息
法拉盛以外的地區亦發生大量類似案件。
5月，布魯克林一名華人男子報告指，他的美
國銀行賬戶被盜走5000美元。另一名華人的
加密貨幣投資賬戶被盜走13萬美元。據美媒報
道，馬里蘭州的非華人社區也有不少人中招，
而竊賊似乎是先通過盜竊信件獲取受害人的個
人信息，再冒充受害人取錢。
馬里蘭州居民施勒爾表示，他放進郵筒打
算寄出的5張支票全部被盜。隨後，他的銀行
賬戶出現異常，多出很多並非他本人操作的交
易紀錄。
當施勒爾向銀行經理投訴時，對方回答：
「你是今天第5個進來投訴這種事的人。」 美
國郵政署稱，疫情造成的經濟壓力可能是近期
竊案高發的原因之一。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韓聯
社報道：韓國高人氣男團防彈少年團
（BTS）於5月31日在白宮與美國總
統拜登見面，並呼籲停止針對亞裔社
區的仇恨犯罪和種族歧視。BTS團員
朴智旻表示，美國近期暴增的仇恨犯
罪令人震驚。另一名團員
SUGA強調包容的重要性，
並表示： 「不一樣並沒有
錯。」
拜登與BTS的會面未向
媒體公開，但他在推特上傳
了自己走出白宮辦公室迎接
BTS團員的視頻。5月是美

吳先生拿出護照表示，進出海關的日
期可證明案發時他根本不在美國。吳
先生要求查看銀行的監控錄像，但被拒
絕；他隨後去警局報案，警局要求他提
交銀行出具的丟失錢財證明，但銀行拒
絕出具證明。

美媒指出，新冠疫情出現以來，
美國針對亞裔的歧視和仇恨犯罪激
增。2021年3月，亞特蘭大發生連環
槍擊案，共造成8人死亡，包括6名亞
裔女子；2022年1月，華裔女子高慧
民在紐約被流浪漢推下地鐵站台身
亡。
紐約亞裔律師協會5月
31 日 公 布 的 數 據 顯 示 ，
2021年前3季僅在紐約市就
上報了233宗涉及仇亞犯罪
的個案，但其中僅有41宗最
終以仇恨犯罪起訴，被定罪
的更只有7宗。該協會敦促
紐約當局改革仇恨犯罪法，
細化相關標準和定義，讓針
對亞裔的罪犯得到公正審
判。

Omicron奪命 美長者病歿率超Delta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報道：
截至5月30日的一周內，美國平均每日新
增新冠死亡病例降至300宗左右。但專家
警告指，Omicron變種病毒流行期間，美
國長者的死亡率比Delta變種流行期間更
高，目前疫情對長者仍有很大威脅。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
數據顯示，去年夏季Delta流行期間，美
國75歲以上長者的死亡率峰值為每10萬
人近18宗死亡病例；今年1月Omicron
流行期間，長者死亡率峰值達到
每10萬人近52宗，已經與美國大
規模接種疫苗之前的死亡率峰值
相近。《紐時》指出，這表明所
謂 「Omicron威脅性更弱」 的說
法並不屬實。
專家分析指，Delta變種蔓延
時，大部分美國長者剛接種完疫苗，
免疫力較強；但到了今年5月中旬，
超過25%的65歲以上長者距離上一次
打針已超過一年，超過一半距離上一次打

針已超過6個月。衞生官員呼籲長者接種
第二劑加強針，以抵禦新變種病毒。但由
於多地指引混亂，相關工作進展緩慢。
隨着Omicorn亞型毒株蔓延，美國東
北部地區長者住院率已升至冬季Omicron
感染高峰期的三分之一左右。哈佛醫學院
教授莎龍井上警告指，美國面臨死亡率回
升的風險。

▲美國長者仍面臨嚴重疫情風險。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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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不能這樣惡化下去了

世界

5月31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在 「基辛格與中美關係」 研討會上指
出， 「中美關係不能這樣惡化下去
了」 ，呼籲美方做出正確抉擇，即端正
戰略認知，摒棄冷戰思維，妥善管控分
歧，跳出競爭邏輯，增進交流合作。王
毅這番話不僅代表了中國政府的聲音，
也反映了世界各國的共同期待。
前幾天，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日本
東京參加第27屆 「亞洲未來」 國際研討
會上強調，中美關係越來越緊張，正對
亞洲產生影響，如果朝這條路走下去，
將形成技術的分割及供應鏈的斷裂，並
有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後果。他說，過
去幾十年間，亞洲享受了和平與穩定，
這種穩定對於保持地區活力與繁榮至關

重要，我們當然希望這樣的局面可以繼
續，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但歐
洲的經歷表明，事情可能朝着錯誤的方
向發展，有關亞洲發生戰爭的假定不能
完全排除。5月31日《紐約時報》刊登進
步網絡創始人卡拉貝爾題為 「中國不是
美國的未來大敵」 的文章，稱 「與兩個
對手（指中、俄）較量極少是明智之
舉，拜登應該找到與中國打交道的方
式，並採取大膽的步驟，比如取消特朗
普時代對中國加徵的關稅，否則拜登將
錯過成為一個精明、有戰略眼光的總統
的機會，變成一個動輒就同中國對抗的
總統」 。當年曾親手參與中美建交的當
事人基辛格博士，更是在過去一周裏兩
次談及中美關係，他認為，中美兩國對
抗會導致衝突，甚至是軍事行動。他強調
台灣不能置於中美關係的中心位置，美國
更不能去製造 「兩個中國」 ，刻意挑戰當
年中美建交談判時達成的共識與底線，中

美兩國有責任和義務尋求共存。
5月27日，美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
華盛頓大學發表了對華政策演講，他向
全世界宣布，雖然爆發了俄烏戰爭，但
美國仍然聚焦於中國，視中國為 「長期
挑戰」 ，中國不僅有意願，而且有能力
挑戰現存國際秩序。為此，他詳細闡述
了美國對華戰略三支柱，即投資、結盟
和競爭。投資就是加強美國的實力地
位，具體包括對基礎設施、科技研發以
及民主等多領域、全方位的投資；而結
盟意指鞏固美國的傳統盟友地位，着力
維護 「自由與開放的印太」 ，為此，美
國在該地區組建以盎克魯薩克遜民族為
核心的美英澳（AUKUS）三邊安全同
盟，升級美日印澳四邊機制，新組建
「印太經濟框架」 ，拉東亞、東南亞及
南亞13國入局。用西方一些專家的話來
說，這個戰略的核心就是投資＋結盟=與
中國展開競爭，投資與結盟是手段，與

中國競爭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與布林肯去年初涉華演講有所不同的
是，這次演講降低了中美對抗的調門，增
加了對世界的迷惑性。去年初，布林肯將
對華策略概括為3C（該競爭時競爭，能
合作時合作，必須對抗時對抗，即
compete， collaborate， confront） ， 但
這一次講話將3C改成了競爭、合作與競
賽 （compete， cooperate， contest） ，
新3C表述將 「對抗」 兩字抹去，用更中
性的 「競賽」 來代替。輿論還注意到，
美國雖然放棄了對華接觸政策，但布林
肯的演講並沒有放棄對華接觸。他強調
與 中 國 進 行 建 設 性 接 觸 （engage
constructively with China）的重要性，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與中國都不得
不與對方打交道」 ，布林肯在演講結尾
還表示， 「中美兩國沒有理由不能和平
共存，共同分享和促進人類進步」 。美
方此前多次強調共存，這一次布林肯直

接使用 「和平共存」 ，算是對中方提出的
「和平共處」 概念的積極回應。此外，布
林肯還拉長了兩國合作領域的清單，包括
氣候變化；應對大規模流行病；核不擴散
和軍備控制（包括應對伊朗和朝鮮核問
題）；打擊毒品犯罪；共同應對糧食危
機；協調全球宏觀政策等。
中美關係的惡化經歷了從量變到質
變的過程，而未來中美關係的緩和與改
善同樣需要一點點善意的累積。取消對
華關稅無疑是美改善對華關係的一個很
好切入點。美國通貨膨脹高企，中期選
舉在即，拜登聲稱當前最重要的事是解
決通貨膨脹，即使從純技術角度看，降
低關稅也是符合美國普通選民的利益，
從這個意義上說，降低對華商品關稅根
本不是美政府與華談判的籌碼，而是民
主黨中期選舉的一根救命稻草。但拜登
能不能抓住機會，很大程度上將考驗他
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