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20 [As It Is] Report_ Vietnam Threatens to Shut Facebook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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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acebook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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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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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Vietnam 14 n.越南（东南亚国家）

7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government 8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9 h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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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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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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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3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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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ompan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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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reuters 5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6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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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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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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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cont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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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ountry 4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21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2 official 4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3 reported 4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4 rights 4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5 April 3 ['eiprəl] n.四月

26 asked 3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7 censorship 3 ['sensəʃip] n.审查制度；审查机构

28 demands 3 英 [dɪ'mɑːnd] 美 [dɪ'mænd] n. 要求；需求 v. 要求；查问；需要

29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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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faced 3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31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2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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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incre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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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loc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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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media 3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36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7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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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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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hut 3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39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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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threats 3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41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42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3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44 all 2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45 amnesty 2 ['æmnisti] n.大赦，特赦 vt.对…实行大赦

4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7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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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9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1 complete 2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52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53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54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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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57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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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59 operate 2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60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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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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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posts 2 英 [pəʊst] 美 [poʊst] n. 职位；邮件；标竿 v. 邮递；通知；布置；派遣；急行 adv. 快速地

64 pressure 2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65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66 request 2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67 respect 2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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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70 state 2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71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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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4 users 2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75 volume 2 ['vɔlju:m] n.量；体积；卷；音量；大量；册 adj.大量的 vi.成团卷起 vt.把…收集成卷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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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when 2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78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79 who 2 pron.谁；什么人

80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81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82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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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84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85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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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88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89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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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attempted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91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92 avoided 1 [ə'vɔɪdɪd] adj.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3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94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95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96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97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98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99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100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01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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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ensor 1 vt.审查，检查；检查和删节 n.检查员；[心理]潜意识压抑力；信件检查员

103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04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05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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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ommunist 1 ['kɔmjunist] n.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 adj.共产主义的

108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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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11 criti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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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113 customs 1 ['kʌstəmz] n.海关；风俗（custom的复数）；习惯；关税

114 dealt 1 [delt] v.处理（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5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116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1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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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20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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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23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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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nacted 1 [ɪ'nækt] vt. 制定法律；扮演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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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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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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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30 exception 1 [ik'sepʃən] n.例外；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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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33 failing 1 ['feiliŋ] n.失败；缺点，过失；弱点 prep.如果没有… adj.失败的 v.失败；不及格（fail的ing形式） n.(Failing)人名；(英)费
林

134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35 fines 1 [fainz] n.罚款（fine的复数）；粉末；细骨料 v.使精细；变好；处…以罚金（fine的三单形式） n.(Fines)人名；(瑞典)菲内
斯；(英)法因斯；(法)菲纳

136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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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38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39 freedoms 1 n. 自由；五大航权（freedom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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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42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43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44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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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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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ah 1 [hɑ:] int.哈，嘿 n.(Hah)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哈

148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4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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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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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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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income 1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155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56 infringe 1 [in'frindʒ] vt.侵犯；违反；破坏 vi.侵犯；侵害

157 infringes 1 [ɪn'frɪndʒ] v. 违反；侵犯

158 interests 1 ['ɪntrəst] n. 兴趣；嗜好；利息；股份 v. 使…感兴趣

159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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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161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162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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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165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66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67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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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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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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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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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73 Ming 1 [miŋ] n.明朝

174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75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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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178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79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80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8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82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83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84 newspapers 1 [njuːz'peɪpəs] n. 报纸 名词newspaper的复数形式.

185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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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beyed 1 [ə'beɪ] v. 服从；遵守；顺从；听从

188 offline 1 英 [ˌɒf'laɪn] 美 [ˌɔː f'laɪn] adv. 脱机地；挂线地 adj. 脱机的；挂线的

189 openness 1 ['əupənnis] n.公开；宽阔；率真

190 opinions 1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191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192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3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94 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195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96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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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lac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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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00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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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rinciple 1 ['prinsəpl] n.原理，原则；主义，道义；本质，本义；根源，源泉

203 prioritize 1 vt.给…排出优先级；优先处理；优先考虑

204 prioritizing 1 英 [praɪ'ɒrətaɪz] 美 [praɪ'ɔː rətaɪz] vt. 把 ... 区分优先次序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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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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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09 reforms 1 英 [rɪ'fɔː m] 美 [rɪ'fɔː rm] n. 改革；改良 v. 改革；革新；改造

210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11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12 requests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213 resist 1 [ri'zist] vi.抵抗，抗拒；忍耐 vt.抵抗；忍耐，忍住 n.[助剂]抗蚀剂；防染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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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15 restrict 1 [ri'strikt] vt.限制；约束；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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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restricts 1 [rɪ'strɪkt] vt. 限制；约束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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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ruling 1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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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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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23 sensitivity 1 [,sensi'tiviti] n.敏感；敏感性；过敏

224 servers 1 ['sɜ rːvərs] n. 【计】服务器；佣人，服务员 名词server的复数形式.

225 serves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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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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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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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hutdown 1 ['ʃʌtdaun] n.关机；停工；关门；停播

231 sits 1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232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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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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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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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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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237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238 spokeswoman 1 ['spəuks,wumən] n.女代言人，女代言人

239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240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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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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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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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45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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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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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249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250 threatens 1 ['θretn] v. 威胁；恐吓；似将发生

25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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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4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55 upheld 1 [ʌp'held] v.支持（uphold的过去式）

256 uphold 1 [ʌp'həuld] vt.支撑；鼓励；赞成；举起

257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258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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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60 Vietnamese 1 [,vjetnə'mi:z] n.越南人；越南语 adj.越南的；越南人的

261 violates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262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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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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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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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herever 1 [hwεə'evə] adv.无论什么地方；究竟在哪里 conj.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情况下

268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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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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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73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274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75 Yu 1 [ju] n.禹（传说的中国古代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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