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聪明的老年人，
聪明的投资者

不要被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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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纽约人：

这很不幸，但却是事实：老年
人经常会成为金融剥削和投资
欺诈的目标。最近的一项研究
发现，在短短一年内，老年人
至少失去了

29 亿美元，而这些钱是他们认
识和信任的人以及完全陌生的
人所欺骗走。更糟糕的是，即
使肇事者被逮捕，受害者损失
的金钱也不太可能取回。

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正确的工
具和信息来做出

 关于他们的财务状况的决定，并了
解怎样保护自己和他们辛苦赚来的钱的最佳方法。本手册为您提
供了其中一些可以使用的工具：如何识别骗局；谁有风险；最重
要的是，如何保护自己。

我们办公室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保护纽约人免受投资和金融欺诈。
如果您认为您或您认识的人受到了欺骗，请致电我们。我们有专
门打击老年人金融剥削的调查员和检察官。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回
答您的问题并提供您需要的帮助。

此致

纽约总检察长
詹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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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者的目标 
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老年人就是骗子的目标。原因也很简单：老年人一般都有一
些钱。老年人通常有退休储蓄和还清的房地产。

最近的估计显示，65 岁以上家庭的净资产超过 了18 万亿美元。

老年人可能也会担心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钱来度过退休。老年人则面临身体健康问题
或他们的认知能力会下降，使他们特别容易被骗。许多老年人独自生活，所以他们
在对话中经常会透露他们的信息，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

骗子：他们是谁？
投资欺诈者会用许多方式来欺骗人：来电；免费午餐研讨会；互联网公告板和电子
邮件；“老年人专家”的广告。最重要的是，他们通常是受害者认识和信任的人：家
人、朋友和看护人。

\     詹乐霞的来信 

金钱或贪婪

我们大多数人会
追求

一笔好交易或梦
想突然富有。

爱或善意 

好人愿意帮助他们关
心的人。

恐惧与绝望

讽刺的是，当我们害怕时
我们可能不怎么谨慎，更容
易接受快速解决方法或者出

其不意的治愈方法。。

诈骗艺术家会使用“钩子”。
“钩子”很有可能会是其中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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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剖析
第一步是了解骗局的样子。当有人向您提供交易或提出请求时，请注意这些：

骗局剖析  \ 

截止日期 
这肯定是一个提示，你所看到的是诈骗。大多数合法
的营销活动都有一个钩子以吸引买家。大多数广告活
动都依靠您信任他们所传的事实。如果某些东西第二
天就不存在了，那么这可能是假的。

1
2
3

分散注意力的“钩子”
在骗局的中心，总会有一些东西引起你的注意，
以让你对其他细节不那么关注或放松警惕的方式
来吸引你。

看似值得信赖的骗子
大多数人会信任对方，除非他们有理由不信
任。诈骗者非常善于操纵人们来信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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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的语言
就像解剖学一样，骗局也有一个可识别的词汇表。当您听到这样的短语时，您就应
该意识到这是骗局。

“将此信息保密。”

“保证让你的钱翻倍。”

骗子打着“机密”信息的幌子来要求受害
者保密其投资。

        他们希望你相信他们给你的信息
是             公众没有的。他们也不希望
您与财务顾问交谈,因为他们会告诉您这
是骗局。

第一，投资无担保。其
次，回报越高，风险就越
高——这就是事实。 



7

“利润如
专家！”

“现在就购买，以免为时已
晚……一次机会。”

这些交易趋向复杂，对
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不容
易进行谈判。他们的风险
也很高，而且亏损的可能
性大于盈利。

显然，骗子在投资者有时
间考杂或研究产品之前就
想拿到钱。

消除混乱
保护自己的好方法是减少不请自来的邀约。这里有一些减少广告电话和
信用卡优惠的方法。

电话营销电话： donotcall.gov  (888) 382-1222

直邮和电子邮件优惠： dmachoice.org

信用卡优惠： optoutprescreen.com 

在线广告： networkadvertising.org (888) 567-8688

骗局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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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投资骗局
亲和力欺诈
骗子经常利用“共同点”——比如共同的职业、种族、宗教、兴趣或经验——来提
高信任度并说服投资者。这通常是一场大规模的欺诈，在一群人中就像滚雪球一
样，使整个社区陷入财务困境。

免费膳食研讨会
大多数这些研讨会实际上都是推销会议，其组织的似乎具有教育意义。演示者经常
不实陈述其资质，并试图以帮助与会者为幌子从与会者获取重要的个人财务信息。

庞氏骗局或金字塔计划
这些邀约保证投资一家未知但听起来很现实的公司会得到高利润的回报。庞氏公式
很简单：向新投资者承诺高回报，并用这笔钱来支付他们以前的投资者。这样的投
资通常非常复杂或隐秘。这些计划总会崩溃，而受害者总会亏损。

贷款计划
退休人员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往往拥有丰富的住房而缺乏现金。反向抵押
贷款、“重新加载”贷款和其他掠夺性贷款计划会提供现金，但实际上他们会使用
这样的方式来抢走老年人的房地产。

老年人职称
骗子可能称自己为“老年人专家”，以便在老年人中营造虚假的舒适感，以吸引他
们进行投资。虽然一些合法经纪人确实可能专注于这一领域，但重要的是要注意仔
细质疑这些资质实际上是真的还是假的。

互联网计划
在互联网公告栏、新闻通讯或电子邮件中发现的信息绝不应被视为表面价值。它们
通常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或付费广告。在对任何互联网建议采取行动之前，请务必咨
询独立来源。

\     詹乐霞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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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册的销售和销售人员
销售金融产品（股票、债券、年金等）或提供投资建议的人员必须通过考试并注
册。如果某人未注册并试图向您出售金融产品或服务，请不要与他们做生意。

即使是律师或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也必须是注册才能够合法销售金融产品。

合法的投资产品，不包括在国家交易所出售的股票，必须先向国家官员登记，才
能出售给公众。通常无法通过注册流程审查的常见未注册金融产品包括：付费电
话和 ATM 租赁合同、期票和投资信托。

不当投资
有些合法的投资产品可能不适合您。例如，可变年金收取高额佣金，以及冗长的
期限和昂贵的退保费。对于许多退休人员来说，它们不是很好的投资。

骗局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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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己：提问和检查
提问：

» 您和您的公司是否获得许可证？对方的的注册号？

» 对方有哪些培训和经验？

» 对方是否有任何关于这项投资的书面材料？

» 对方从业多久了？

» 对方能否提供参考资料，例如与他们长期投资的人的姓名？

» 对方如何通过佣金获得报酬？按年薪工资？

» 其他人——从知识渊博的来源获得第二意见。

检查：
» 如果投资在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登记；

» 销售人员是否获得许可并且是否存在任何针对他们的投诉；

» 参考——与对方的长期客户交谈探究他们的经验；

» 销售人员或其公司是否在 SEC 注册；

» 公司的财务报表并请独立专业人士对其进行审查；

» 检查您自己的报表和帐户是否存在未经授权或令人困惑的费用。

\     詹乐霞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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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聪明的老年人、聪明的投资者的快速提示

1.切勿将您的个人财务信息提供给您不认识的人。通常，投资计划也试图窃取您的
身份。私人信息，包括社会安全号码、出生日期和帐号，都可以用来清除您的帐
户。

2.得到书面的信息。请务必要求提供有关投资和交易背后组织的书面信息。这包括
工作经历、销售人员的背景以及有关公司本身的信息。确保所有相关人员都获得许
可并且投资已注册。这可以保护您，并减少您误解某事的机会。将您的投资说明也
以书面形式写下来更好。保留所有交易和对话的记录。

3.提出问题。如果销售人员拒绝给你任何信息，那是因为他们是在隐瞒什么。

4.结束对话：不要因为礼貌而不拒绝。通过简单地告诉任何给你压力的人说“不”
来练习说“不”，“我绝不会在没有（以书面形式获得信息，与我的会计师交谈之前
等）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定。如果我仍然有兴趣，我会打电话给你。再见。”如果
压力开始加剧，提前安排准备离开会令更容易结束对话。

5.不要对给你“不请自来的”财务建议的人感到亏欠。一个不请自来的人可能会试图
获得你的信任，并使用这样的方式令其得到你的钱。

6.不要投资你不懂的东西。如果投资过于复杂而难以理解，那对您来说就是错误的
投资。

7.不要被假的反向抵押贷款欺骗。切勿在未寻求独立建议的情况下将您的契约签署
给他人。不要回应未经请求的广告或促销活动。寻找您自己的反向抵押贷款顾问。

8.不要把”您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关键是分散和划分您的投资，以限制潜
在的损失。

9.切勿将支票支付给任何个人。 将所有支票支付给一家公司 或金融机构——如果
您怀疑将来有欺诈行为，这会留下更安全的书面记录。

10.以防万一进行报告。如果您认为自己是虐待的受害者，请不要害怕或尴尬提出投
诉。如果您什么都不做，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骗局剖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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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检察长办公室：

金融业监管局(FIRA)

北美证券管理员协会(NASAA)

\  詹乐霞的来信

查找有关经纪人、交易商、证券销售人员和投资顾问的注册状态信息；投
资证券的登记状况；举报涉嫌投资欺诈。

办公室投资者保护局
(212) 416-8222
ag.ny.gov

有关经纪人或顾问的就业和纪律处分历史的信息。
(800) 289-9999
finra.org

有关流行的投资骗局的消费者信息。
nas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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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办事处
宾厄姆顿(Binghamton)地区办事处
State Office Building, 17th Floor
44 Hawley Street
Binghamton, NY 13901
(607) 251-2770
消费者欺诈热线：(607) 251-2764

布鲁克林(Brooklyn)地区办事处
55 Hanson Place, Suite 1080
Brooklyn, NY 11217
(718) 560-2040

布法罗(Buffalo)地区办事处
Main Place Tower, Suite 300A 
350 Main Street
Buffalo, NY 14223
(716) 853-8400
消费者欺诈热线：(716) 853-8404

哈林(Harlem)地区办事处
163 West 125th Street, 
Suite 1324 New York, NY 10027
(212) 364-6010

拿骚(Nassau)地区办事处
200 Old Country Road，Suite 240
Mineola, NY 11501
(516) 248-3302 或 (516) 248-3300
消费者欺诈热线：(516) 248-3300

普拉茨堡(Plattsburgh)地区办事处
43 Durkee Street, Suite 700
Plattsburgh, NY 12901
(518) 562-3288
消费者欺诈热线：(518) 562-3282

波基普西(Poughkeepsie)地区办事处 
One Civic Center Plaza - Suite 401 
Poughkeepsie, NY 12601-3157
(845) 485-3900

罗切斯特(Rochester)地区办事处
144 Exchange Boulevard, Suite 200
Rochester, NY, 14614-2176
(585) 546-7430
消费者欺诈热线：(585) 327-3240

雪城(Syracuse)地区办事处
300 South State St, Suite 300
Syracuse, NY 13202
(315) 448-4800
消费者欺诈热线：(315) 448-4848

萨福克(Suffolk)地区办事处
Suffolk Regional Office
Hauppauge, NY 11788
(631) 231-2424
消费者欺诈热线：(631) 231-2401

尤蒂卡(Utica)地区办事处
207 Genesee Street
Room 508
Utica, NY 13501
(315) 864-2000

水城(Watertown)地区办事处
Dulles State Office Building 
317 Washington Street
Watertown, NY 13601
(315) 523-6080

威彻斯特(Westchester)地区办事处
44 South Broadway White Plains, 
NY 10601 (914) 422-8755
消费者欺诈热线： (914) 422-8755 

      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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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局

Experian (益百利)
订购信用报告和评分 ..................................................... (888) 397-3742
帮助打击欺诈和身份盗窃.............................................. (888) 397-3742
网站 .................................................................................. experian.com

TransUnion
主线 .............................................................................. (800) 916-8800
网站 ...............................................................................transunion.com
争议网站 ...... transunion.com/credit-disputes/dispute-your-credit
欺诈网站 .................................................transunion.com/fraud-alerts
冻结网站 ............................................................ freeze.transunion.com
TransUnion 欺诈受害者援助部
P.O. Box 6790 | Fullerton, CA 92834

Equifax
网站： .................................................................................Equifax.com
免费信用報告 ...................................................................(800) 685-1111
免费信用报告网站 ......................................................equifax.com/fcra

Innovis
网站 .....................................................................................innovis.com

\ Smart Se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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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

 詹乐霞 

ag.ny.gov
(800) 771-7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