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3 [As It Is] Activists Urge Banks Not to Support East
African Oil Pipelin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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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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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pipeline 14 n.管道；输油管；传递途径

7 oil 12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8 projec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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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environmental 7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1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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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3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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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 5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1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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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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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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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0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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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uppo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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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Uganda 4 [ju:'gændə] n.乌干达（非洲国家）

24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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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frica 3 ['æfrikə] n.非洲

27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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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9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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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anks 3 [bæŋks] n.班克斯（姓氏）

31 climate 3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32 east 3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33 financial 3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34 fossil 3 ['fɔsəl] n.化石；僵化的事物；顽固不化的人 adj.化石的；陈腐的，守旧的

35 fuel 3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36 growing 3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37 insurance 3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38 maj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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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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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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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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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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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44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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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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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7 activist 2 ['æktivist] n.积极分子；激进主义分子

48 activists 2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49 African 2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50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51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52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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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5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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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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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stimated 2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59 fuels 2 [fjʊəlz] n.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

60 g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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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harm 2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62 impact 2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63 l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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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65 list 2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6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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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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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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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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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plants 2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72 pollution 2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73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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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75 river 2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76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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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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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79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80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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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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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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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supporters 2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85 suppor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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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Tanzania 2 [,tænzə'niə; ,tɑ:nzɑ:'ni:ɑ:] n.坦桑尼亚（东非国家）

8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88 water 2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89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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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91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92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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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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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96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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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ffecting 1 [ə'fektiŋ] adj.动人的；感人的 v.影响（affect的ing形式）；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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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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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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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llianz 1 安联(财富500强公司之一, 总部所在地德国, 主要经营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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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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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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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07 assessment 1 [ə'sesmənt] n.评定；估价

108 backers 1 n. 巴克斯

109 basin 1 ['beisən] n.水池；流域；盆地；盆 n.(Basin)人名；(俄)巴辛；(法)巴赞

110 basins 1 ['beɪsnz] 动力学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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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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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bnp 1 [ˌbiː en'piː ] (=berger nephropathy) 贝格尔(氏)肾病,(=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脑钠素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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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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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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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1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20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121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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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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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26 chimpanzees 1 n. 黑猩猩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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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29 coal 1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130 coastal 1 ['kəustəl] adj.沿海的；海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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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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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34 continent 1 ['kɔntinənt] n.大陆，洲，陆地 adj.自制的，克制的

135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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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38 cries 1 v.哭；喊叫（cry的第三人称单数） n.叫喊；传闻（cry的复数）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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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rude 1 [kru:d] adj.粗糙的；天然的，未加工的；粗鲁的 n.原油；天然的物质

141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42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43 defended 1 [dɪ'fend] v. 防守；防护；辩护

144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5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146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147 displace 1 [dis'pleis] vt.取代；置换；转移；把…免职；排水

148 displacement 1 n.取代，位移；[船]排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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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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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152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153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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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56 earnings 1 ['ə:niŋz] n.收入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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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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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mission 1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161 emissions 1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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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64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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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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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port 1 [ik'spɔ:t, 'eks-, 'ekspɔ:t] n.输出，出口；出口商品 vi.输出物资 vt.输出，出口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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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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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71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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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flows 1 [f'ləʊz] n.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

174 forest 1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175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76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77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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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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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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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gradually 1 ['grædjuəli] adv.逐步地；渐渐地

182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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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85 harms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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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eaded 1 ['hedid] adj.有头的；有标题的 v.率领（head的过去分词）；朝向；走在…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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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heated 1 ['hi:tid] adj.热的；激昂的；激动的 v.加热；使兴奋（heat的过去分词）

190 hilda 1 ['hildə] n.希尔达（女子名）

191 hoima 1 [地名] [乌干达] 霍伊马

192 hsbc 1 abbr. 汇丰银行 (=Hong Kong and Shang Hai Banking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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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ignoring 1 英 [ɪɡ'nɔː (r)] 美 [ɪɡ'nɔː r] vt. 忽视；不理；不顾

195 ill 1 [il] adj.生病的；坏的；邪恶的；不吉利的 adv.不利地；恶劣地；几乎不 n.疾病；不幸 n.(Ill)人名；(捷、匈)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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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98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199 insurer 1 [in'ʃuərə] n.保险公司；承保人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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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irresponsible 1 [,iri'spɔnsəbl] adj.不负责任的；不可靠的

202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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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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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205 Kenya 1 ['kenjə; 'ki:njə] n.肯尼亚（东非国家）

206 kilometer 1 ['kiləumi:tə] n.[计量]公里；[计量]千米（等于kilometre）

207 lake 1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208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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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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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12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213 longest 1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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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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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metric 1 ['metrik] adj.公制的；米制的；公尺的 n.度量标准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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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ombasa 1 [mɔm'bæsə; -'bɑ:sɑ:] n.蒙巴萨岛（肯尼亚第二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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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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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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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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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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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Nile 1 [nail] n.尼罗河（位于非洲）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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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nor 1 [nɔ:, 弱 nə] conj.也不；也不是 adv.也不；也没有 n.(Nor)人名；(中)挪(广东话·威妥玛)；(马来、俄)诺尔；(柬)诺

228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229 oilfields 1 油田

230 Omar 1 ['əumɑ:] n.奥马尔（男子名）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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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pponents 1 [ə'pəʊnənts] 对手

233 opposition 1 [,ɔpə'ziʃən] n.反对；反对派；在野党；敌对

234 org 1 [ɔ:g] abbr.非盈利组织（Otherorganizations） n.(Org)人名；(瑞典)奥里

23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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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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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aribas 1 n.巴黎银行

239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40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241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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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hase 1 n.月相 n.（月亮的）盈亏 n.时期

243 phasing 1 [feisiŋ] n.定相；调整相位 v.使调整相位；分阶段进行；使同步（phase的ing形式）

244 pointed 1 ['pɔintid] adj.尖的；突出的；锐利的；率直的 v.指出；瞄准（point的过去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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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47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48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9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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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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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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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255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56 quit 1 [kwit] vt.离开；放弃；停止；使…解除 vi.离开；辞职；停止 n.离开；[计]退出 adj.摆脱了…的；已经了结的 n.(Quit)人
名；(英)奎特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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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59 reached 1 到达

260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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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reser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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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reserves 1 [rɪ'zɜːvz] n. 储量 名词reserve的复数形式.

264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65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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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7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68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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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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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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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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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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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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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277 spillage 1 ['spilidʒ] n.溢出；溢出量

278 Swiss 1 [swis] adj.瑞士的；瑞士人的；瑞士风格的 n.瑞士人；瑞士腔调

279 tanga 1 ['tæŋgə] n.坦噶（坦桑尼亚东北部一港市）

280 Tanzanian 1 [,tænzə'niən] adj.坦桑尼亚的 坦桑尼亚人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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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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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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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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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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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288 transport 1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289 transporting 1 ['trænspɔː rt] n.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90 urge 1 [ə:dʒ] vt.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n.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i.强烈要求

291 urging 1 [ɜːdgɪŋ] adj. 催促的；紧迫的 动词urge的现在分词.

292 us 1 pron.我们

29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4 vanessa 1 [və'nesə] n.瓦内萨（女子名）

295 Victoria 1 [vik'tɔ:riə] n.维多利亚（女子名）

296 violate 1 ['vaiəleit] vt.违反；侵犯，妨碍；亵渎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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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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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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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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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2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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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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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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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ildlife 1 ['waildlaif] n.野生动植物 adj.野生动植物的

308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9 withdrew 1 [wið'dru, wið'dru:, wiθ-] v.收回（withdraw的过去式）

310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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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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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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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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