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0 [As It Is] General Electric Splits into Three Companies
词频表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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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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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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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1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6 ge 12 [ʒei] abbr.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ElectricCo.）；总能量（grossenergy） n.(Ge)人名；(朝)揭；(俄)格

7 compan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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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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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wi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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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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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 healthcare 6 ['helθkeə] 保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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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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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viation 5 [,eivi'eiʃən] n.航空；飞行术；飞机制造业

16 energy 5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7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8 become 4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9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20 light 4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21 three 4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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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hief 3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24 culp 3 n. 卡尔普

25 electric 3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26 gene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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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8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9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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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pow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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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renewable 3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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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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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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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8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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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irplanes 2 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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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enefit 2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42 bulb 2 [bʌlb] n.电灯泡；鳞茎；球状物 vi.生球茎；膨胀成球状

43 bulbs 2 球茎；鳞茎,电灯泡,球状物,bulb的复数形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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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46 digital 2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47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48 execu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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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financial 2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50 global 2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51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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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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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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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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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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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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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58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59 loan 2 [ləun] n.贷款；借款 vi.借出 vt.借；借给

60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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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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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63 produces 2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64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65 services 2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66 sold 2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67 split 2 [split] vt.分离；使分离；劈开；离开；分解 vi.离开；被劈开；断绝关系 n.劈开；裂缝 adj.劈开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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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70 valuable 2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7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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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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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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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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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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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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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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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80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1 approve 1 [ə'pru:v] vt.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批准；赞成；满意

82 arduini 1 阿尔杜伊尼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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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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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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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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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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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88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89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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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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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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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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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95 Boston 1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96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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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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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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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hairman 1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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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03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04 chapman 1 ['tʃæpmən] n.叫卖小贩；商人 n.(Chapman)人名；(英、西、葡)查普曼

105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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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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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110 crises 1 ['kraisi:z] n.危机，紧要关头；危险期（crisis的复数形式）

111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12 customer 1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113 customers 1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114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5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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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directors 1 [dɪ'rektəz] 董事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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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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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dison 1 ['edisn] n.爱迪生（美国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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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23 electrical 1 [i'lektrikəl] adj.有关电的；电气科学的

124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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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ngines 1 ['endʒɪn] n. 发动机；引擎；机车；火车头 vt. 给 ... 装引擎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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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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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129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130 expects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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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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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flight 1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135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136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37 generations 1 [dʒenə'reɪʃnz] n. 世代

138 g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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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140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41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42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43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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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146 helicopters 1 ['helɪkɒptəz] n. 直升机 名词helicopter的复数形式.

147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48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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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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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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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ventor 1 [in'ventə] n.发明家；[专利]发明人；创造者

154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155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56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57 jet 1 [dʒet] n.喷射，喷嘴；喷气式飞机；黑玉 adj.墨黑的 vt.射出 vi.射出；[航]乘喷气式飞机

158 john 1 [dʒɔn] n.厕所

159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60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61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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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awrence 1 ['lɔrəns] n.劳伦斯（男子名）

164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65 leadership 1 ['li:dəʃip] n.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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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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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69 lending 1 ['lendiŋ] n.出借；出借物 adj.出借的 v.贷款；提供（lend的ing形式）；借给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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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oans 1 ['ləʊnz]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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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73 maintenance 1 ['meintənəns] n.维护，维修；保持；生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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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76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77 Michelle 1 [mi:'ʃel] n. 米歇尔(女子名)

178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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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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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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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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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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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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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185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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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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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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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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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90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91 peter 1 vt.逐渐消失；耗尽 vi.使…精疲力竭 n.麻醉品；保险箱 n.彼得(男子名)

192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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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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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rofitable 1 ['prɔfitəbl] adj.有利可图的；赚钱的；有益的

197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198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199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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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02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03 replacement 1 [ri'pleismənt] n.更换；复位；代替者；补充兵员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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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06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07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08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09 roots 1 [ru tː] n. 根；根源；根本 v. 生根；扎根；根除

210 Scott 1 [skɔt] n.斯科特（男子名）

211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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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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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15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216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17 slattery 1 n. 斯莱特里

218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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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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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22 splits 1 [splɪt] v. 分裂；将…分成若干部分；分摊；分离；劈开；裂开；<俚>离开 n. 劈开；裂口；分裂；一份；水果冰淇淋 adj.
分裂的；意见分歧的

223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4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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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27 supplied 1 [sə'plaɪd] adj. 提供的 动词suppl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8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29 Thomas 1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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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ube 1 [tju:b, tu:b] n.管；电子管；隧道；电视机 vt.使成管状；把…装管；用管输送 vi.乘地铁；不及格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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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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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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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3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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