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09 [As It Is] Google to Pay 1 Billion to News Publishers 词词
频表频表

1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news 17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3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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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google 1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7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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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ublishers 8 ['pʌblɪfəz] n. 出版公司；出版商 名词publisher的复数形式.

10 compan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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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media 6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2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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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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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phabet 5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15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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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ontent 5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17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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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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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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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illion 4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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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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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4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5 product 4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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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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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9 Germany 3 ['dʒə:məni] n.德国

30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31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2 pay 3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33 showcase 3 ['ʃəukeis] n.陈列橱，[家具]陈列柜；显示优点的东西 vt.使展现；在玻璃橱窗陈列

34 spiegel 3 ['spi:gəl] n.镜铁 n.(Spiegel)人名；(英、德、捷)施皮格尔

35 stories 3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6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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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38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9 announced 2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0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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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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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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ustralia 2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42 Brazil 2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43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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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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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mmitment 2 [kə'mitmənt] n.承诺，保证；委托；承担义务；献身

46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47 council 2 ['kaunsəl] n.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n.(Council)人名；(英)康斯尔

48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49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50 critical 2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51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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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53 first 2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54 German 2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55 give 2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56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57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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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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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journalism 2 ['dʒə:nəlizəm] n.新闻业，新闻工作；报章杂志

61 last 2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62 newspapers 2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63 no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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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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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parent 2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66 pichai 2 披猜

67 project 2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68 quality 2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69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70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71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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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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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74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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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7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8 time 2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79 want 2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8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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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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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websites 2 ['websaɪts] n. 网站（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

83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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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86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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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dvertising 1 ['ædvətaiziŋ] n.广告；广告业；登广告 adj.广告的；广告业的 v.公告；为…做广告（advertise的ing形式）

89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90 agreements 1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91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92 android 1 ['ændrɔid] n.机器人

93 angela 1 ['ændʒilə] n.安吉拉（女子名）

94 apple 1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95 Argentina 1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96 band 1 n.带，环；[物]波段；(演奏流行音乐的)乐队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n.n.乐队；队；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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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Belgium 1 ['beldʒəm] n.比利时（西欧国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99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00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101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02 broadcasts 1 英 ['brɔː dkɑːst] 美 ['brɔː dkæst] v. 广播；散布；撒播 n. 广播；广播节目

103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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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105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106 Chee 1 Chee-chee (Anglo-Indian dialect) (央格鲁--印度语方言)

107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08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09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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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12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13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14 de 1 [di:] abbr.判定元件（DecisionElement） n.(De)人名；(朝)大

115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116 der 1 abbr. 派生（=derivation)

117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18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119 dictate 1 [dik'teit, 'dikteit] vt.命令；口述；使听写 vi.口述；听写 n.命令；指示

120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121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22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23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24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5 earnings 1 ['ə:niŋz] n.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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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ngine 1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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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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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pc 1 abbr. 经济和计划委员会(=Economic and Planning Council)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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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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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34 fair 1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135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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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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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folha 1 福利亚

139 foo 1 [fu:] n.富/夫（姓氏）

140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41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42 fought 1 [fɔ:t] v.战斗（fight的过去分词）；打架

143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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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govern 1 ['gʌvən] vt.管理；支配；统治；控制 vi.居支配地位；进行统治 n.(Govern)人名；(英)戈文

146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47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48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49 guardian 1 ['gɑ:diən] n.[法]监护人，保护人；守护者 adj.守护的 n.(Guardian)人名；(西)瓜尔迪安

150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51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52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53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54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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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deas 1 观念

157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58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59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60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61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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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aunch 1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164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165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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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legislation 1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68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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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agazine 1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171 magazines 1 ['mæɡəziː nz] 杂志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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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Mills 1 [milz] n.米尔斯（人名）

174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75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76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77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78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179 negotiating 1 [nɪ'ɡəʊʃɪeɪtɪŋ] n. 谈判 动词negotiate的现在分词.

180 negotiation 1 [ni,gəuʃi'eiʃən, -si-] n.谈判；转让；顺利的通过

181 net 1 [net] n.网；网络；净利；实价 vi.编网 vt.得到；净赚；用网捕 adj.纯粹的；净余的 n.(Net)人名；(法)内

182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183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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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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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18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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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91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19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3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194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95 Paulo 1 n.保罗（男子名）

196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197 Pearson 1 ['piəsn] n.皮尔森（人名）

198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199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00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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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03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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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06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07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208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209 publications 1 [prblɪ'keɪans] n. 出版物 名词publication的复数形式.

210 publisher 1 ['pʌbliʃə] n.出版者，出版商；发行人

211 reached 1 到达

212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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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15 say 1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1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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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218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19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20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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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23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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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26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27 stefan 1 n.斯蒂芬（男子名）

228 stern 1 [stə:n] n.船尾；末端 adj.严厉的；坚定的 n.(Stern)人名；(英、以、法、瑞典、西)斯特恩；(德、波、匈)施特恩

229 sundar 1 n. 顺达(在马来西亚；东经 115º15' 北纬 4º55')

230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31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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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34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35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36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37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38 uk 1 [ˌju 'ːkeɪ] abbr. 英国(=United Kingdom)

239 up 1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240 us 1 pron.我们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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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43 wade 1 ['weid] vi.跋涉 vt.涉水；费力行走 n.跋涉；可涉水而过的地方

244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5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246 week 1 [wi:k] n.周，星期

247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248 what 1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249 win 1 vt.赢得；在…中获胜 vi.赢；获胜；成功 n.赢；胜利 n.(Win)人名；(德、荷、缅)温；(英)温(女子教名Winifred的昵称)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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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52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53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25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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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257 yun 1 尹,韩国姓氏的音译

258 zeit 1 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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