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07 [As It Is] What Is the US Debt Limi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7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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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 26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4 debt 24 [det] n.债务；借款；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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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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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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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default 9 [di'fɔ:lt] vi.拖欠；不履行；不到场 n.违约；缺席；缺乏；系统默认值 vt.不履行；不参加（比赛等）；对…处以缺席裁判

10 h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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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ongress 8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2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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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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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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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6 government 6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7 money 6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8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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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reasury 5 ['treʒəri, 'trei-] n.国库，金库；财政部；宝库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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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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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udget 4 ['bʌdʒit] n.预算，预算费 vt.安排，预定；把…编入预算 vi.编预算，做预算 adj.廉价的

24 democratic 4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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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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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8 likely 4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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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raising 4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31 republican 4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32 since 4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33 trillion 4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34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5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6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8 bill 3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39 borrow 3 ['bɔrəu] vi.借；借用；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借；借用 n.(Borrow)人名；(英)博罗

40 borrowing 3 ['bɔrəuiŋ] n.借款；借用 v.借入；采用（borr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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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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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3 de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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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does 3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45 e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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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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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obligations 3 [ɒblɪ'ɡeɪʃnz] n. 义务 名词obligation的复数形式.

48 only 3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49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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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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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raise 3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52 reached 3 到达

53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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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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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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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under 3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57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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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59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0 administrations 2 [ədmɪnɪst'reɪʃnz] 行政机关

61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62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63 avoid 2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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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66 borrowed 2 英 [bɒrəʊd] 美 [bɒroʊd] adj. 借来的；引入的；抄袭的 动词borrow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67 both 2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68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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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annot 2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70 center 2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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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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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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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urrent 2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75 debts 2 ['dets] n. 债券 名词debt的复数形式.

76 Denmark 2 ['denma:k] n.丹麦（欧洲国家）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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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conomic 2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79 Federal 2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80 flexibility 2 [,fleksi'biliti] n.灵活性；弹性；适应性

81 house 2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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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83 legal 2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84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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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86 markets 2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87 maximum 2 ['mæksiməm] n.[数]极大，最大限度；最大量 adj.最高的；最多的；最大极限的

88 meeting 2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89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90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91 October 2 [ɔk'təubə] n.[天]十月

92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93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94 pas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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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ayments 2 ['peɪmənts] 支付

96 permitted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97 plunge 2 n.投入；跳进 vi.突然地下降；投入；陷入；跳进 vt.使陷入；使投入；使插入

98 policy 2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99 receive 2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100 set 2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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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spend 2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103 spending 2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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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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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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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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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us 2 pron.我们

110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11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2 Wednesday 2 ['wenzdi; -dei] n.星期三

113 white 2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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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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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
（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118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19 advisors 1 n. 顾问，指导教授，劝告者（advisor的复数形式）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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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2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23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24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25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2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7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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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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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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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rgued 1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132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33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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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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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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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37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38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39 bills 1 [bɪls] n. 账单；纸钞；汇票；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

140 bipartisan 1 [,baipɑ:ti'zæn, -'pɑ:tizən] adj.两党连立的；代表两党的

141 bonds 1 英 [bɒnd] 美 [bɑːnd] n. 债券；结合；协定；联系；情谊；黏合剂 vt. 使结合；为 ... 作保 vi. 连结；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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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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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anal 1 [kə'næl] n.运河；[地理]水道；[建]管道；灌溉水渠 vt.在…开凿运河 n.(Canal)人名；(英、法、西、意、葡)卡纳尔；(土)贾
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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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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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9 congressional 1 [kən'greʃənəl] adj.国会的；会议的；议会的

150 congressman 1 ['kɔŋgresmən] n.国会议员；众议院议员

151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52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53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154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55 cuts 1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156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157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58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159 deficit 1 ['defisit] n.赤字；不足额

160 deficits 1 英['defɪsɪts] 美[ 'dɛfəsɪts] n.不足额( deficit的名词复数 ); 赤字; 亏空; 亏损

161 delaying 1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162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63 democrats 1 ['deməkræts] n. 民主党员 名词democrat的复数形式.

164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65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166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67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168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69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70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71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72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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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74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75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76 employers 1 [ɪmp'lɔɪəz] 用人单位

177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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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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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82 extension 1 [ik'stenʃən] n.延长；延期；扩大；伸展；电话分机

183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184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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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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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oster 1 ['fɔstə] vt.培养；养育，抚育；抱（希望等） adj.收养的，养育的 n.(Foster)人名；(英、捷、意、葡、法、德、俄、西)福
斯特

188 freeze 1 [fri:z] vi.冻结；冷冻；僵硬 vt.使…冻住；使…结冰 n.冻结；凝固 n.(Freeze)人名；(英)弗里兹

189 funds 1 [fʌndz] n.[会计]资金，现金（fund的复数）；基金 v.资助（fund的三单形式）；提供资金

190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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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guaranteed 1 ['gærən'tiː d] adj. 保证的；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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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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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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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healthcare 1 ['helθkeə] 保健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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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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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200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201 Illinois 1 [,ili'nɔi(z)] n.伊利诺斯州（美国州名）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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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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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5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206 issuing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207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208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09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210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211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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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214 laying 1 ['leiiŋ] n.敷设；布置；产卵数；瞄准 v.放置；产卵（lay的ing形式）

215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216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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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18 legislature 1 ['ledʒisleitʃə] n.立法机关；立法机构

219 lift 1 [lift] vt.举起；提升；鼓舞；空运；抄袭 vi.消散；升起；耸立 n.电梯；举起；起重机；搭车

220 loan 1 [ləun] n.贷款；借款 vi.借出 vt.借；借给

221 mcconnell 1 麦康内尔(美国)

222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223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224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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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227 mitch 1 [mitʃ] vi.逃学 n.(Mitch)人名；(英)米奇

228 monetary 1 ['mʌnitəri] adj.货币的；财政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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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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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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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obligation 1 [,ɔbli'geiʃən] n.义务；职责；债务

235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36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237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238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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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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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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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anama 1 [,pænə'mɑ:] n.巴拿马（位于拉丁美洲）；巴拿马城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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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45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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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48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4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0 previous 1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251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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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54 ran 1 [ræn] v.跑（run的过去式） n.(Ran)人名；(俄、瑞典、塞)拉恩；(柬)兰

255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256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57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58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59 recovery 1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260 repaid 1 [ri:'peid, ri-] v.偿还；报答（repay的过去分词） adj.偿付的

261 retirement 1 [ri'taiəmənt] n.退休，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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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63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64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65 senate 1 ['senit] n.参议院，上院；（古罗马的）元老院

266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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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269 shand 1 n. 尚德

270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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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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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75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76 stock 1 n.股份，股票；库存；血统；树干；家畜 adj.存货的，常备的；平凡的 vt.进货；备有；装把手于… vi.囤积；办货；出
新芽 n.(Stock)人名；(德、匈、捷)施托克；(英、法、葡、瑞典)斯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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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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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81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82 suspended 1 [sə'spendid] adj.悬浮的；暂停的，缓期的（宣判）

283 suspension 1 [sə'spenʃən] n.悬浮；暂停；停职

284 tax 1 [tæks] vt.向…课税；使负重担 n.税金；重负 n.(Tax)人名；(英、匈、捷)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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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echnically 1 ['teknikli] adv.技术上；专门地；学术上；工艺上

287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88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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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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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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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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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95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296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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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299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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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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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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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04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0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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