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4 [As It Is] US to Release Emergency Oil Supplies to Ease
Price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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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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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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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dress 2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5 administration 4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6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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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9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0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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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3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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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gering 1 ['æŋgə] n.怒，愤怒；忿怒 vt.使发怒，激怒；恼火 vi.发怒；恼火 n.(Anger)人名；(罗)安杰尔；(法)安热；(德、捷、瑞
典)安格尔

17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18 answer 2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9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20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1 Arabia 2 [ə'reibiə] n.阿拉伯半岛（亚洲西南部，等于ArabianPeninsula）

22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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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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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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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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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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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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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utomobile 1 n.汽车 vt.驾驶汽车 [过去式automobiled过去分词automobiled现在分词automobiling]

29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30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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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ackfire 2 ['bæk,faiə] vi.放出逆火；预先放火；产生出乎意料及事与愿违的结果 n.逆火，回火

33 Bain 1 [bein] n.贝恩（公司名称）

34 barrels 5 ['bærəl] n. 桶；枪管；一桶的量；炮管；大量；笔管；汽油桶 vi. 快速移动 vt. 把 ... 装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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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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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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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39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40 biden 4 n. 拜登(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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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r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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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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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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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46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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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48 Caroline 1 n.（女子名）卡洛琳;卡罗琳

49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50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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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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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limate 2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55 closures 1 英 ['kləʊʒə(r)] 美 ['kloʊʒər] n. 关闭；关口；讨论终结；终结

56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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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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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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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62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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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rrecting 1 [kə'rekt] adj. 正确的；得体的 v. 改正；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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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7 countries 6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8 curr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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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70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71 de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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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73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74 dem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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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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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esired 1 [di'zaiəd] adj.渴望的；想得到的 v.渴望，要求（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7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8 diplomatic 1 [,diplə'mætik] adj.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

79 disasters 1 [dɪ'zɑːstəz] 灾害

80 discussed 1 [dɪs'kʌst] adj. 被讨论的；讨论过的 动词discu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1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82 down 2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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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85 economics 1 [,i:kə'nɔmiks] n.经济学；国家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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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conomist 1 [i'kɔnəmist] n.经济学者；节俭的人

87 economy 2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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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mergency 3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90 energy 4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91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92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93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94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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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97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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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00 exporting 1 ['ɪkspɔː tɪŋ] n. 输出；出口 动词ex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101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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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4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5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06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07 gasoline 1 ['gæsəli:n] n.汽油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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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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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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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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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ulf 2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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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16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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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ig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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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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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oliday 1 ['hɔlədi] n.假日；节日；休息日 vi.外出度假 n.(Holiday)人名；(英)霍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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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122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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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incidents 1 ['ɪnsɪdənts] 事件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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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26 India 2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27 inflation 1 [in'fleiʃən] n.膨胀；通货膨胀；夸张；自命不凡

128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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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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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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1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32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33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34 jumped 1 [dʒʌmp] n. 跳跃；跳动；上涨 v. 跳越；暴涨

135 k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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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7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38 large 2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39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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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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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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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aintain 1 [mein'tein] vt.维持；继续；维修；主张；供养

145 maintained 1 [meɪn'teɪnd] 维护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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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48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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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151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52 meaningful 1 ['mi:niŋful] adj.有意义的；意味深长的

153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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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56 mill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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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15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59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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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62 move 3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63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64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65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66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7 novak 1 n.诺瓦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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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70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1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72 oil 13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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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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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75 opec 3 ['əupek] abbr.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rganizationofPetroleumExportingCountries）

176 opposite 1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177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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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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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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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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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partnership 1 ['pɑ:tnəʃip] n.合伙；[经管]合伙企业；合作关系；合伙契约

183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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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ersian 1 猫老大

185 petroleum 2 [pi'trəuliəm, pə-] n.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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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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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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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rices 8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192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93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94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195 recovered 1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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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release 6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198 releasing 2 [rɪ'liː sɪŋ] n.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

199 repairs 1 [rɪ'peəz] n.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

200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01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02 reserve 4 n.储备，储存；自然保护区；预备队；缄默；[金融]储备金 vt.储备；保留；预约 vi.预订 n.(Reserve)人名；(法)勒塞尔
夫

203 reserves 2 [rɪ'zɜːvz] n. 储量 名词reserv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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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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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10 sa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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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212 saudi 2 adj.沙特阿拉伯（人或语）的； n.沙特阿拉伯人 n.SaudiArabianAirlines的简称，沙特阿拉伯航空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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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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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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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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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16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17 severely 1 [si'viəli] adv.严重地；严格地，严厉地；纯朴地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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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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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low 2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21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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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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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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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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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26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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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trategic 1 [strə'ti:dʒik] adj.战略上的，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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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upplies 4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31 supply 6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32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33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234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235 ter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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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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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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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he 3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9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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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41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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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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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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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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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7 traders 1 商人

248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49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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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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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voters 1 ['vəʊtəz] 选民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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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256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25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8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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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60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61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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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64 winter 1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265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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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68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69 XI 1 [sai, zai, ksai, ksi:] n.希腊字母的第14个字母；粒子（等于xiparticle）

27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71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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