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6-14 [As It Is] More Hotels Competing on Cleanlines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1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13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普
通话·威妥玛)

4 in 10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5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hotels 9 霍特尔斯

7 are 7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8 cleanliness 7 ['klenlinis] n.清洁

9 said 7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拉
伯)赛义德

10 that 7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11 business 6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2 he 6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13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more 6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15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6 or 5 conj.或，或者；还是；要不然 n.(Or)人名；(中)柯(广东话·威妥玛)；(柬)奥；(土、匈、土库、阿塞、瑞典)奥尔

17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8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9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 it 4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性
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21 measures 4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22 On 4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2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as 3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25 at 3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26 but 3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27 can 3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28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29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30 hotel 3 [həu'tel] n.旅馆，饭店；客栈 vt.使…在饭店下榻 vi.进行旅馆式办公 n.(Hotel)人名；(法)奥泰尔

31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2 person 3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33 public 3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34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5 Yu 3 [ju] n.禹（传说的中国古代圣君）

36 about 2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37 audit 2 vi.审计；[审计]查账 n.审计；[审计]查账 vt.（美）旁听

38 chesky 2 切斯基

39 circumstances 2 ['sɜːkəmstənsɪz] n. 情况；境遇；事项；详细情节 名词circumstance的复数形式.

40 cleaning 2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41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42 competing 2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43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4 down 2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45 going 2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46 have 2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47 john 2 [dʒɔn] n.厕所

48 KO 2 ['kei'əu] abbr.让开，不让接近（keepoff） vt.击倒对手 n.（拳击中）击倒，打倒

49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50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51 place 2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52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53 rules 2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4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55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56 States 2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57 story 2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58 than 2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后）；
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59 their 2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60 this 2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61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6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3 Washington 2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64 way 2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6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66 will 2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67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8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69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0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1 albert 1 ['ælbət] n.艾伯特（男子名）

72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73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74 appealing 1 [ə'pi:liŋ] adj.吸引人的；动人的；引起兴趣的；恳求似的 v.恳求（appeal的ing形式）；将…上诉

75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6 auditing 1 ['ɔ:ditiŋ] n.审计；[审计]查帐 v.审计；查账（audit的现在分词）

77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7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79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80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81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82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83 Brian 1 ['braiən] n.布莱恩（男子名）

84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85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86 by 1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87 Caty 1 卡蒂

88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89 CEO 1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90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91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92 Colorado 1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93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94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95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96 competitors 1 [kəm'petɪtəz] 竞争对手

97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98 Connecticut 1 n.美国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99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100 consumer 1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101 consumers 1 [kən'sjuːməs] n.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

102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103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04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105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06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07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0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09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0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11 do 1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112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13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14 eases 1 [iː z] n. 容易；悠闲；安逸；自在 v. 减轻；放松；缓和；缓慢移动

115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16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17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18 English 1 ['iŋgliʃ] adj.英国人的；英国的；英文的 n.英语；英国人；英文；英格兰人 vt.把…译成英语

119 epidemiology 1 ['epi,di:mi'ɔlədʒi] n.流行病学；传染病学

120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21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22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23 everybody 1 ['evri,bədi] pron.每个人；人人

124 everywhere 1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125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26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27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28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29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130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131 focus 1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132 focuses 1 英 ['fəʊkəs] 美 ['foʊkəs] n. 焦点；焦距；中心 v. （使）集中；聚集

133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134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35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36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37 guests 1 [ɡest] n. 客人；宾客；特别来宾；[动植物]寄生生物 v. 做特邀嘉宾；做特约演员；客串；招待；做客

138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39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40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41 has 1 v.有，吃，得到，从事，允许，雇用，享有（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亲属关系中）接受；拿；买到

142 haven 1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143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44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45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
国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146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47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48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9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50 infection 1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151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52 into 1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153 Iowa 1 ['aiəwə] n.爱荷华州（美国州名）

154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5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56 larry 1 ['læri] n.拌浆锄；小车，[矿业]斗底车

157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58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59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60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61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62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3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164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165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66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67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9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70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1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2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73 obey 1 [əu'bei] vt.服从，听从；按照……行动 vi.服从，顺从；听话 n.(Obey)人名；(英、法)奥贝

174 Ohio 1 [əu'haiəu] n.俄亥俄州（美国一个州）

175 one 1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176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77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178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7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0 outbreaks 1 暴发

181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182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183 plural 1 ['pluərəl] adj.复数的 n.复数

184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185 prefer 1 [pri'fə:] vt.更喜欢；宁愿；提出；提升 vi.喜欢；愿意

186 press 1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西、瑞典)普雷斯

187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88 protective 1 [prəu'tektiv] adj.防护的；关切保护的；保护贸易的

189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90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191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9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93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194 reopens 1 英 [ˌriː 'əʊpən] 美 [ˌriː 'oʊpən] v. 重开；再开

195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96 reports 1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197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198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199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00 risky 1 ['riski] adj.危险的；冒险的；（作品等）有伤风化的

201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02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03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04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05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06 settings 1 n.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

207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208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09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10 sites 1 [saɪt] n. 地点；位置；现场 vt. 使 ... 位于

211 some 1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212 something 1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213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14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15 stays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16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17 str 1 abbr. 同步发射机接收机(=synchronous transmitter receiver)

218 strict 1 [strikt] adj.严格的；绝对的；精确的；详细的

219 stricter 1 [strɪkt] adj. 严格的；精确的；完全的

220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221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222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223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24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25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226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2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28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29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230 thorough 1 ['θʌrə, 'θə:rəu] adj.彻底的；十分的；周密的

231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32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33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34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35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236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237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38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239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240 we 1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241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42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43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44 words 1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245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246 Yale 1 [jeil] n.耶鲁（男子名）；（美）耶鲁大学；耶鲁弹簧锁（等于Yalelock）

247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