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4 [As It Is] Africa in Talks on Taxing Big Technology
Compani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2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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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4 accountability 2 [ə,kauntə'biləti] n.有义务；有责任；可说明性

5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6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7 activities 3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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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1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2 affairs 2 英 [ə'feə(r)] 美 [ə'fer] n. 私通；事件；事务；事情

13 Africa 5 ['æfrikə] n.非洲

14 African 8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15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16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7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8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annet 1 阿内

21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22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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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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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5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6 ataf 3 n. 国际技术评估和预测机构协会

27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8 aware 1 [ə'wεə] adj.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世故的 n.(Aware)人名；(阿拉伯、索)阿瓦雷

29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1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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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4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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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order 1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37 Borders 1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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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40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1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42 businesses 2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43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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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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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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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49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50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51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52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53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54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55 commerce 3 n.贸易；商业；商务

56 commercial 1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57 companies 10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8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59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60 conflict 1 [kən'flikt, 'kɔnflikt] n.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61 continent 1 ['kɔntinənt] n.大陆，洲，陆地 adj.自制的，克制的

62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63 countries 7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4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65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66 customers 2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67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68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69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70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71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72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3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74 digital 3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75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76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77 discussing 1 [dɪ'skʌs] v. 讨论；论述；商量

78 discussion 2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79 dispute 1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80 division 1 n.[数]除法；部门；分配；分割；师（军队）；赛区

81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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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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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ownturn 1 ['dauntə:n] n.衰退（经济方面）；低迷时期

84 drinks 1 [drɪŋks] n.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

85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86 earn 1 [ə:n] vt.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n.(Earn)人名；(泰)炎

87 earnings 1 ['ə:niŋz] n.收入

88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89 economic 4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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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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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quitably 1 ['ekwitəbli] adv.公正地

93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9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5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96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97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98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99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00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01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02 finance 1 [fai'næns] n.财政，财政学；金融 vt.负担经费，供给…经费 vi.筹措资金 n.(Finance)人名；(法)菲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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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10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06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7 forum 2 ['fɔ:rəm] n.论坛，讨论会；法庭；公开讨论的广场

108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9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10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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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goods 2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13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14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15 governments 3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16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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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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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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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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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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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24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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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ospitality 2 [,hɔspi'tæləti] n.好客；殷勤

127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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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mproving 1 [ɪm'pruːvɪŋ] n. 改良；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130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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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2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3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34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13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36 international 5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37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38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39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0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1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42 issues 2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43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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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5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46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47 laws 2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48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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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1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52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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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ogan 1 ['lɔgən; 'lɔ:g-] n.洛根（男子名）

155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56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57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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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59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160 massive 1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161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62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63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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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66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67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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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69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70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7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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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74 obvious 1 ['ɔbviəs] adj.明显的；显著的；平淡无奇的

175 occurrence 1 [ə'kə:rəns, -'kʌ-] n.发生；出现；事件；发现

176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77 OECD 2 英 [ˌəʊiː siː 'diː ] 美 [ˌoʊ] abbr.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78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9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80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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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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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nline 3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83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84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185 opt 2 [ɔpt] vi.选择

186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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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rganization 3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88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9 out 3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190 over 2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191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92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193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4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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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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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197 physical 2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198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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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laces 2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0 plenty 1 ['plenti] n.丰富，大量；充足 adj.足够的，很多的 adv.足够 n.(Plenty)人名；(英)普伦蒂

201 policies 2 英 ['pɒləsi] 美 ['pɑːl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02 presence 2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03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04 pressed 1 [prest] adj. （金钱、时间等）紧迫的；压平的 动词p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5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06 profits 4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207 proposals 1 [prə'pəʊzlz] 建议

208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209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10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11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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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13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14 regulations 1 [reɡjʊ'leɪʃnz] n. 规程；条例 名词regulation的复数形式.

215 relate 1 [ri'leit] vt.叙述；使…有联系 vi.涉及；认同；符合；与…有某种联系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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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18 restart 1 [,ri:'stɑ:t, 'ri:stɑ:t] vi.[计]重新启动；重新开始 vt.[计]重新启动；重新开始 n.重新开始；返聘

219 retail 2 ['ri:teil] vt.零售；转述 vi.零售 n.零售 adv.以零售方式 adj.零售的 n.(Retail)人名；(法)勒塔伊

220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21 ru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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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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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24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25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6 selling 2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227 services 3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28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29 shared 2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0 she 3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话·威妥玛)

231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32 Simon 1 ['saimən] n.西蒙（男子名）

233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34 so 2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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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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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39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40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41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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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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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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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46 suffer 1 ['sʌfə] vt.遭受；忍受；经历 vi.遭受，忍受；受痛苦；经验；受损害 n.(Suffer)人名；(意)苏费尔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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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alks 5 ['tɔː ks] 会谈

249 tax 5 [tæks] vt.向…课税；使负重担 n.税金；重负 n.(Tax)人名；(英、匈、捷)塔克斯



250 taxation 1 [tæk'seiʃən] n.课税，征税；税款

251 taxed 2 [tæks] n. 税；负担 v. 斥责；课税；使 ... 负重荷

252 taxes 1 [tæksi:z] n.税收，税金；税务；[税收]税捐

253 taxing 3 ['tæksiŋ] adj.费力的；繁重的 v.征税（tax的ing形式）

254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55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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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7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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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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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hese 6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1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2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63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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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66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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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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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69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70 transaction 1 [træn'zækʃən, -'sæk-, trɑ:n-] n.交易；事务；办理；会报，学报

271 transactions 7 [træn'zækʃnz] n. 会报；交易 名词transaction的复数形式.

272 transparency 2 [træns'pærənsi, -'pεə-, trænz-, trɑ:n-] n.透明，透明度；幻灯片；有图案的玻璃

273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74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75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276 unified 1 ['juːnɪfaɪd] adj. 统一的 动词un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7 union 4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78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79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280 victor 1 ['viktə] n.胜利者 n.(Victor)人名；(俄、罗、保、匈)维克托

281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82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28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4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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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here 4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86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87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8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89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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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1 within 2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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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294 wort 3 ['wə:t, wɔ:t] n.麦芽汁；草；植物 n.(Wort)人名；(英)沃特

29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96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