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15 [As It Is] American Businessman Elon Musk Offers to
Buy Twitter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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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 15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4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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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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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usk 12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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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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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ompan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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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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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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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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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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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is 6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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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off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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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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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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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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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 filing 4 ['failiŋ] n.文件归档；锉；锉屑 vt.锉（file的现在分词）

25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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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platform 4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27 potential 4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28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9 free 3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30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31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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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hareholders 3 ['ʃeəhəʊldəz] 股东

33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34 speech 3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35 accept 2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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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38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39 asked 2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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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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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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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lieves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43 best 2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44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4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6 businessman 2 ['biznismæn] n.商人

47 bu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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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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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0 elon 2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51 given 2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52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53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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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Ives 2 [aivz] n.艾维斯（男子名）

56 latest 2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57 loss 2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58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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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61 much 2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62 net 2 [net] n.网；网络；净利；实价 vi.编网 vt.得到；净赚；用网捕 adj.纯粹的；净余的 n.(Net)人名；(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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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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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66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67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68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69 poll 2 [pəul] n.投票；民意测验；投票数；投票所 vt.投票；剪短；对…进行民意测验；获得选票 vi.投票 adj.无角的；剪过毛的；
修过枝的 n.(Poll)人名；(德、匈、罗、英)波尔

70 position 2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71 private 2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的，
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72 proposed 2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73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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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75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76 securities 2 [sɪ'kjʊərɪtɪs] n. 股票；有价证券 名词security的复数形式.

77 share 2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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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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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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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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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thinks 2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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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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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users 2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85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86 who 2 pron.谁；什么人

87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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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89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90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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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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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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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ggressive 1 [ə'gresiv] adj.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96 agrawal 1 n. 阿格拉沃尔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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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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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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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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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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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10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0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06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07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108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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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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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chie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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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lient 1 ['klaiənt] n.[经]客户；顾客；委托人

113 clients 1 [klaɪnts] n. 委托方；客人 名词client的复数形式.

114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15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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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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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119 committed 1 [kə'mitid] adj.坚定的；效忠的；承担义务的 v.承诺；委托；干坏事；付诸（commit的过去分词）

120 comparable 1 ['kɔmpərəbl] adj.可比较的；比得上的

121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122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23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24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25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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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Daniel 1 ['dænjəl] n.丹尼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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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9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130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31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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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dorsey 1 n. 多尔西

134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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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37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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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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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41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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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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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forbes 1 ['fɔ:bəz] n.福布斯（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美国出版及媒体集团）；福布斯（姓氏）

146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147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148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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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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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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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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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56 hostile 1 ['hɔstail, -təl] adj.敌对的，敌方的；怀敌意的 n.敌对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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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59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60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61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62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63 interacted 1 [ˌɪntər'ækt] vi. 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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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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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invested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167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168 investments 1 [ɪn'vestmənts] 投资

169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170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71 jack 1 [dʒæk] n.千斤顶；[电]插座；男人 vt.增加；提醒；抬起；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雄的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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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174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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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lawsuit 1 ['lɔ:sju:t] n.诉讼（尤指非刑事案件）；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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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magazine 1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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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isleading 1 [,mis'li:diŋ] adj.令人误解的；引入歧途的 v.给…带错路；把…引入歧途（mislead的ing形式）

180 misled 1 [mis'led] v.把…带错方向（mislead的过去式）

181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82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83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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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186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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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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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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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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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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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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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195 opinions 1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19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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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arag 1 保劳格

199 pays 1 n.（法）国家；[劳经]报酬（pay的复数） v.支付（pay的第三人称单数） n.(Pays)人名；(法)佩伊

200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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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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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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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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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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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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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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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10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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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213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214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15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6 reconsider 1 [,ri:kən'sidə] vt.重新考虑；重新审议 vi.重新考虑

217 rejected 1 ['riː dʒekt] vt. 拒绝；排斥；驳回；丢弃 n. 不合格产品；被拒之人

218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19 remaining 1 [rɪ'meɪnɪŋ] adj. 剩余的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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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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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22 resigned 1 [ri'zaind] adj.顺从的；已辞职的；己放弃的 v.辞职；顺从（resign的过去分词）

22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4 richest 1 ['rɪtʃɪst] adj. 最富有的，最丰富的（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

225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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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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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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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ettlement 1 ['setlmənt] n.解决，处理；[会计]结算；沉降；殖民

230 shareholder 1 ['ʃεə,həuldə] n.股东；股票持有人

231 shares 1 n.[金融]股份（share的复数形式） v.[计]共享，共有；分配（share的三单形式）

232 spacex 1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233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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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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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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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38 takeover 1 ['teik,əuvə] n.接管；验收

239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40 tesla 1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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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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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4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245 tied 1 [taid] v.系（ti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系住的

24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7 traded 1 [treɪd] n. 贸易；交易；行业；同行；顾客；营业额；交易量 v. 做生意；从事贸易；购物；营业；(在证券交易所)交
易；交换

248 transform 1 [træns'fɔ:m, trænz-, trɑ:n-] vt.改变，使…变形；转换 vi.变换，改变；转化

249 transformed 1 [træns'fɔː m] vt. 改变；转换 vi. 改变；变形；变态

250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51 unlock 1 vt.开启；开…的锁；表露 vi.解开；解除锁定；被开启

252 us 1 pron.我们

253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254 valuation 1 [,vælju'eiʃən] n.评价，估价；计算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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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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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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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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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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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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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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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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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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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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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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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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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