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 Salvador Aims to Build
World's First 'Bitcoin Cit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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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coin 15 点对点（peer-to-peer）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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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 13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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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e 10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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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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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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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government 7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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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orld 6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5 would 6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6 count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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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L 5 [el] abbr.预期损失（ExpectedLoss）

18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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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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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Salvador 5 ['sælvədɔ:] n.萨尔瓦多（巴西东部港市）

21 volcano 5 [vɔl'keinəu] n.火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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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created 4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25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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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mining 4 ['mainiŋ] n.矿业；采矿

27 money 4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8 plans 4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9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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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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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on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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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uild 3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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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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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digital 3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38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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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geothermal 3 [,dʒi:əu'θə:məl] adj.[地物]地热的；[地物]地温的

40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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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infrastructure 3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42 make 3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43 mow 3 [mau] n.草堆；皱眉；谷堆 vt.割草；收割庄稼 vi.割草；收割庄稼 n.(Mow)人名；(英)莫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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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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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proc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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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proje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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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publi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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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Salvadoran 3 [,sælvə'dɔ:rən] adj.萨尔瓦多的；萨尔瓦多人的 n.萨尔瓦多人

50 tax 3 [tæks] vt.向…课税；使负重担 n.税金；重负 n.(Tax)人名；(英、匈、捷)塔克斯

51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52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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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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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56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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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llected 2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59 computers 2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60 c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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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ryptocurrency 2 英[krɪptəʊkʌrənsi] 美[krɪptoʊkɜ rːənsi] 加密货币

62 currency 2 ['kərənsi] n.货币；通货

63 eastern 2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64 energy 2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65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66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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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foreign 2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69 fund 2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70 hal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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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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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heat 2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73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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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75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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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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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p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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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p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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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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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82 produce 2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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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85 taxes 2 [tæksi:z] n.税收，税金；税务；[税收]税捐

86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87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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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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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virtual 2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90 wallet 2 ['wɔlit] n.钱包，皮夹 n.(Wallet)人名；(英)沃利特；(法)瓦莱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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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3 within 2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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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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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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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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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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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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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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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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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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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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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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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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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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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113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114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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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117 beside 1 [bi'said] prep.在旁边；与…相比；和…无关

118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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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bo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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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122 b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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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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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25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26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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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carbon 1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128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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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30 collects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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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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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34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35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136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37 containing 1 [kən'teɪnɪŋ] n. 包含；包括 v. 容纳；包含；抑制；克制（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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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4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41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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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urrencies 1 英 ['kʌrənsi] 美 ['kɜ rːənsi] n. 货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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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atabase 1 ['deitəbeis] n.数据库，资料库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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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148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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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dollar 1 ['dɔlə] n.美元 n.(Dollar)人名；(英)多拉尔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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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153 ecological 1 [,i:kə'lɔdʒikəl, ,ekə-,-'lɔdʒik] adj.生态的，生态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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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56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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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59 energized 1 ['enədʒaɪzd] adj. 通电的；激励的；增能的 动词energ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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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162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63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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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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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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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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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financed 1 ['faɪnæns] n. 金融；财政；资金 vt. 给 ... 提供资金；负担经费

170 financing 1 [fi'nænsiŋ] n.融资；财务；筹措资金 v.筹措资金；财政管理；从事金融活动（finance的ing形式）

171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72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73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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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75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76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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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79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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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82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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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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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86 income 1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187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88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89 invest 1 [in'vest] vt.投资；覆盖；耗费；授予；包围 vi.投资，入股；花钱买

190 investments 1 [ɪn'vestmənts] 投资

191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192 invited 1 [ɪn'vaɪtɪd] adj. 邀请的；引起的；招致的 动词inv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3 iss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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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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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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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la 1 [lɑ:] n.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A音的唱名 n.(La)人名；(中)辣(广东话·威妥玛)；(越)罗；(朝)罗；(缅、老)拉

198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99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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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Latin 1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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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03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204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205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206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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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athematical 1 [,mæθi'mætikəl] adj.数学的，数学上的；精确的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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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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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212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13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14 occurring 1 [ə'kə:riŋ] n.事件；事故；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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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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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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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18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19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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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22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23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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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6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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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29 physically 1 ['fizikli] adv.身体上，身体上地

230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31 port 1 [pɔ:t, pəut] n.港口，口岸；（计算机的）端口；左舷；舱门 vi.转向左舷 vt.持（枪）；左转舵 n.(Port)人名；(英)波特；(法)
波尔；(德、俄、匈、捷)波尔特

232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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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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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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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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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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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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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rovider 1 [prəu'vaidə] n.供应者；养家者

242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43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44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45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6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47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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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50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51 restaurants 1 餐馆

25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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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255 Samson 1 ['sæmsn] n.大力士；参孙

256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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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60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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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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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3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64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265 steam 1 [sti:m] vt.蒸，散发；用蒸汽处理 n.蒸汽；精力 vi.蒸，冒水汽 adj.蒸汽的

266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67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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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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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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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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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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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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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78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79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280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81 us 1 pron.我们

282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83 vat 1 [væt] vt.把…盛入大桶；把…放入大桶里染 n.大桶；瓮染料制剂桶 n.(Vat)人名；(越)勿；(俄)瓦特；(柬)瓦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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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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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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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eeklong 1 ['wi:klɔŋ, -lɔ:ŋ] adj.持续一星期的；为时一周的 adv.为时一周；在一个星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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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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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92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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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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