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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新生代鍾情大自然

大嶼山貝澳營地，去年十一黃金周
發生港人與內地客爭奪營地風波，事件
經部分傳媒渲染，引發 「憤青網民」 發
起 「光復貝澳」 鬧劇。政府今年推行 「
港人港營」 新政策，讓港人優先預訂營
地。孰料仍有人在網上散布言論，鼓吹
搶先預訂營地及 「轟走內地旅客」 。本
報調查發現，上述言行間接引致五一黃
金周的首4天，大量預訂貝澳營地的港
人無故 「甩底」 ，最誇張一天全部爽約
，不但浪費營地資源，令真正想享受露
營樂趣的兩地營友大失預算，亦傷害兩
地人民感情。

本報記者 何朝財

寧放飛機唔益人

貝澳港營
預約頻甩底

港人預訂貝澳營地甩底數字
日期

27/4

28/4

29/4

30/4

（資料來源︰康文署）

預訂營位

31宗

12宗

8宗

31宗

如期紮營

5宗（失約率83.9%）

2宗（失約率83.3%）

0宗（失約率100%）

13宗（失約率58%）

即場登記

13宗

19宗

20宗

38宗

紮營總數

18個

21個

20個

51個

「營地資源有限，當局應該改善分
配措施，杜絕 『甩底王』濫用預訂政策
，以免損害香港旅遊之都聲譽。」攀山
專家鍾建民嚴厲批評事件中的甩底者。
有資深社工直指，部分甩底者別有用心
，抱先霸營地， 「到時唔去，都唔想
畀內地人用」的心態。

鍾建民表示，本港露營設施，過往
是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給市民，但近年
國內旅客來港露營情況增加，設施不足
之下，容易引起市民與外來旅客的摩
擦，預訂政策有需要，但應盡快堵塞漏
洞。

他認為，新政策有改善空間，如規
定預約營地的港人，須事先繳訂金，並
在入住營地前24小時須再次核實入住營
地意願，否則當局有權取消預約、沒收
訂金，甚至進行懲罰、或設立黑名單制
度，防止有人濫用預訂營地制度。

曾到多國攀山紮營的鍾建民說： 「

當局亦可以仿效外國（例如法國）做法
，將公共營地列為收費設施，一視同仁
向本地市民及外來遊客，徵收適當費用
，相信有助減少市民爭用營地。」

另外，資深社工郭志英認為，社會
競爭氣氛太濃，在社會資源不足情況下
，市民容易出現 「乜都要搶」心態。郭
表示，港人預約營地卻臨時 「甩底」，
除了個別人士因為天氣欠佳、另有要事
臨時取消活動之外，部分失約原因與港
人 「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心態有關。加
上部分傳媒繪形繪聲報道營地不足問題
，預備露營的港人，怕無地方紮營，自
然搶先報名預訂營位，就算到時唔去，
都唔想畀內地人用。

郭志英認為，新政策讓港人有優先
權享用本地資源，用意良好，但港人亦
不能濫用預訂政策，胡亂霸位又失約，
造成資源浪費，影響真正想要想露營的
港人及內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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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倡收訂金打擊霸位

內地經濟及生活條件日益改善，近
年興起露營熱及自駕遊，內地新生代與
港人一樣，鍾情投入大自然，體驗生活
擴闊眼界。來自廣州的旅客李先生，與
一男兩女友人趁勞動節假期，來港旅遊
購物，但四人寧帶齊露營用品，到大嶼
山貝澳露營親親大自然，亦不入住市區
酒店。

並非想慳酒店住宿費
李先生向記者表示，內地近年除了興

起自駕遊之外，潮流亦興露營，市民願意
斥資購買各類露營用品，到戶外享受大自
然及露營樂趣。李先生說，內地來港旅遊
，未必一定入住酒店。他與友人打算在港

旅遊兩至三天，除了到貝澳露營，離港當
日會到旺角購物後才返回內地。

李說︰ 「內地好多露營發燒友，都鍾
意去沙灘或郊野山頭露營，以省內為例，
汕尾、深圳大小梅沙等好多沙灘，都是內
地人熱門露營地點。」與李先生同行的女
性友人亦說︰ 「國內一孩政策，很多小朋
友都被寵壞了，不少家長都贊成小朋友多
參加露營，體驗生活。」

至於露營用具，李先生說︰ 「內地市
場大，貨品種類選擇多，價錢又平，三數
百元已經買到一個帳幕，石油氣爐具亦需
百多元，露營消費不太貴，內地人負擔得
起。」他補充說， 「淘寶網」亦有平價露
營用品拍賣，價錢平質素不俗，兩地不少

市民都競投購買備用。

廣州4營友裝備齊全
至於內地客會否貪小便宜，以節省住

宿費，李先生認為難以一概而論。他認為
，內地客來港旅行，未必會在乎多花小量
金錢入住酒店，反而一些真正喜歡露營，
或是有意體驗另類旅遊的內地客，會願意
體驗在香港露營的樂趣。

記者發現，李先生一行人的露營裝備
齊全，4人除了帶備兩個營帳，亦有輕便
照明燈，便攜式石油氣爐具及器皿。各人
接受採訪時，正好在煮意大利粉，旁邊擺
放有各式調味料，各人對露營活動顯得十
分在行。

▲廣州營友李先生（左）表示，來貝澳是想體驗在香港露營
的樂趣 本報記者何朝財攝

▲廣州營友裝備齊全
本報記者何朝財攝

郭先生（城市大學畢業生）︰
港人預訂營地又甩底是浪

費資源，而 「光復貝澳」 行動
則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還有部
分傳媒片面報道，將局部問題
放大誤導讀者，有意製造兩地
營友對立。

陳先生（水電維修技工）：
內地人來港露營，其實不

算太滋擾。就算內地人為慳酒
店錢而來港露營，亦好平常；
掉轉我去外國旅行，如果營地
交通方便，我都一樣會考慮露
營，一樣慳番酒店錢。

李先生（廣州遊客）：
「光復貝澳」 事件明顯是

有港人針對內地人，做法過激
亦不公平。至於特區政府實施
「港人港營」 政策，內地營友

會尊重及遵守，但覺得新政策
帶有歧視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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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黃金周的首4天，大量預訂貝澳營地的港人無故 「甩
底」 本報記者何朝財攝

康文署今年3月26日已公布 「港人港營」新
措施，讓港人在五一和十一黃金周等長假期，預
訂貝澳營地，每位申請人可留一處營地，最多連
續預訂4晚。豈料翌日（3月27日）在一個頗受本
地憤青歡迎的網站，即有人貼出康文署的政策，
並寫上 「拜拜」內地人的字句，隨即引來部分網
民回應，化名 「電光火石間」的網民留言，聲稱
︰ 「如果有Book（預約）到，佢（內地人）都
無得唔走。畀我如果去到無營地，又見倒大陸佬
，就算無Book都要兇佢（轟內地人）走。」內
容明顯針對內地旅客，並有鼓吹他人濫用預訂政
策獨佔營地、驅逐內地旅客意圖。

大量營地閒置資源
結果在實施新政策的五一黃金周頭4天，預

約營地出現大量 「甩底王」。康文署數字顯示，
港人預訂營地措施4月27日實施至今，每日均有
預訂人士爽約，失約率由58%至100%不等（見附
表）。

記者前天（4月30日）到貝澳營地觀察，該
處有52個背山面海指定露營點，指定營位由木欄
分隔，旁邊有燒烤爐及草坪供營友享用。當天下
午，指定營位入住率不足六成，不少營位入口處
懸掛 「預留」告示牌閒置。

現場所見，逾百帳幕分別搭建在指定營地及
旁邊草地，帳幕之間仍有足夠空間。對於有營友
在指定營地以外紮營，辦事處職員酌情容許。而
兩地營友各自活動，享受大自然而相安無事。

營地清潔工人劉伯亦說︰ 「呢個世界乜人都
有，內地人唔係全部都唔守規矩。我試過被蠻不
講理的菲律賓露營客追打，但外籍露營客行為就
無人談論。」

內地營友批政策不公
來港露營的廣州旅客李先生表示， 「光復貝

澳」事件明顯是有部分港人針對內地人，做法過
激亦不公平。他承認個別內地人個人生活習慣有
改善空間，但不會所有內地人都蠻不講理。至於
特區政府實施 「港人港營」政策，他會尊重及遵
守，但覺得政策帶有歧視成份。

對於港人甩底情況嚴重，康文署發言人表示
，署方會密切留意國慶與農曆新年兩個長假期預
訂營地情況再作檢討。至於甩底者，不會受到任
何懲罰。

本港公共露營設施，向來以市民先
到先得方式自由分配，但去年大嶼山貝
澳營地發生兩地營友爭奪設施風波，事
件起因與公共資源不足，個別傳媒選擇
性渲染報道，及別有用心網民散布攻擊
性言論有關。當局近月實施新政策，讓
港人優先預訂營地，以免再起爭端，不
料出現 「甩底王」預約營地放飛機，甚
至有網民，繼續散布針對內地人言論，
鼓吹轟走內地旅客。

去年十一黃金周，適逢中秋佳節，
數以十萬內地旅客湧港消費旅遊，大批
內地露營客，到貝澳露營。因營地設施
有限，難以同時滿足兩地市民，造成營
地 「迫爆」場面，兩地營友爭奪露營空
間而產生摩擦。

期間有3個屬於港人及外國人帳幕，

被人用利器割爛。唯現場人多，事發深
夜時分，欠缺目擊證人，警方經調查後
無人被捕。

部分傳媒大篇幅報道事件，但內容
片面措辭偏激，尤其集中放大內地營友
個人生活習慣，例如晾曬衣物及洗菜煮
食等行為，又放大個別本港市民過激言
論，一時間 「貝澳淪陷」， 「貝澳被染
紅」等訊息滿天飛，激發兩地民眾矛盾。

當局3月公布新措施，保留港人預留
貝澳營地優先權，原意是保障港人享用
本港資源權利，但個別港人濫用制度，
寧願做 「甩底王」，亦不願方便內地人
來港露營。

記者到貝澳採訪，事實上發現不少
本地營友對內地營友都採取包容及接納
態度，彼此相處亦很融洽。

兩地營友相處融洽

▶清潔工劉伯說，不少內
地營友亦很講道理

▼貝澳營地外有警車停泊
本報記者何朝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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