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8 [As It Is] Some Companies Struggle in Highly
Competitive Home Delivery Market 词频表词频表

1 i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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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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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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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delivery 13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7 companies 9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8 h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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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som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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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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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ompan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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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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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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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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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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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usiness 5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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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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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ervices 5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2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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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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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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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minutes 4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26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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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ompetitive 3 [kəm'petitiv] adj.竞争的；比赛的；求胜心切的

29 h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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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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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market 3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32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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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5 profitability 3 n.盈利能力；收益性；利益率

36 recently 3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7 things 3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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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9 York 3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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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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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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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p 2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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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47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8 Cities 2 n.都市（歌曲名）

49 consolidation 2 [kən,sɔli'deiʃən] n.巩固；合并；团结

50 customer 2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51 Dugger 2 n. 达格(在美国；西经 87º17' 北纬 39º02')

52 facing 2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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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fridge 2 [fridʒ] n.电冰箱 n.(Fridge)人名；(英)弗里奇

55 full 2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56 goods 2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57 groceries 2 n.杂货；食品；生活用品

58 grocery 2 ['grəusəri] n.食品杂货店 食品杂货

59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60 highly 2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61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62 just 2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63 kamel 2 卡梅

64 late 2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6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66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67 model 2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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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off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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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one 2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71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72 path 2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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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ority 2 [prai'ɔrəti] n.优先；优先权；[数]优先次序；优先考虑的事

75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76 promise 2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77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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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herman 2 ['ʃə:mən] n.谢尔曼（男子名）

79 storage 2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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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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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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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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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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86 very 2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8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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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0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91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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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94 advertisements 1 [əd'vɜ tːɪsmənts] n. 广告 名词advertise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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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97 amazon 1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9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9 Andre 1 ['ændrei] n.安德烈（男子名，等于Andrew）

100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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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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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05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06 Bain 1 [bein] n.贝恩（公司名称）

107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08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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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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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Boston 1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112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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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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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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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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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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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120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121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122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23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124 coffee 1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125 Columbia 1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

126 combine 1 [kəm'bain] vt.使化合；使联合，使结合 vi.联合，结合；化合 n.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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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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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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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32 cream 1 [kri:m] n.奶油，乳脂；精华；面霜；乳酪

133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34 dealt 1 [delt] v.处理（dea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36 deliver 1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137 delivers 1 英 [dɪ'lɪvə(r)] 美 [dɪ'lɪvər] v. 递送；发表（演讲）；交付；解救；生（孩子）；接生；履行；投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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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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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do 1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142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43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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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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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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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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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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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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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50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51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52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53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54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55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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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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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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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61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62 founders 1 英 ['faʊndə(r)] 美 ['faʊndər] n. 创立者 v. 摔倒；失败；沉没；弄跛

163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64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65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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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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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gorillas 1 n. 大猩猩；暴徒（gorilla的复数）

170 govern 1 ['gʌvən] vt.管理；支配；统治；控制 vi.居支配地位；进行统治 n.(Govern)人名；(英)戈文

171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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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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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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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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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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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77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78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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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ice 1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181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8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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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85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186 investing 1 [ɪnvestɪŋ] n.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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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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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angston 1 n.(Langston)人名；(英、德)兰斯顿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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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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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95 lee 1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196 legislative 1 ['ledʒislətiv] adj.立法的；有立法权的 n.立法权；立法机构

197 len 1 n.伦恩（男子名）

198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99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00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01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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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203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204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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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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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arc 1 [mɑ:k] n.机读目录；（水果，种子等经压榨后的）榨渣 n.(Marc)人名；(塞)马尔茨；(德、俄、法、荷、罗、瑞典、西、
英)马克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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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assive 1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209 meals 1 [miː lz] n.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

210 medicines 1 ['medsnz] 药品

211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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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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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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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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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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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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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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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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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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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ordering 1 ['ɔ:dəriŋ] n.订购；[计]排序；[计]定序 v.订购（order的ing形式）；命令；指挥

223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22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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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ainful 1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227 pains 1 [peinz] n.[临床]疼痛；千辛万苦；悲叹（pain的复数形式） v.使痛苦（p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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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230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1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232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33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34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235 popularity 1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236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37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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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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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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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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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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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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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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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49 restaurant 1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250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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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53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54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55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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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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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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260 seller 1 ['selə] n.卖方，售货员 n.(Seller)人名；(匈)谢勒；(西)塞列尔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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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63 shop 1 [ʃɔp] n.商店；店铺 vt.购物 vi.购物；买东西

264 shutting 1 ['ʃʌtɪŋ] n. 关闭；封锁；停业 动词shut的现在分词形式.

265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66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67 somebody 1 ['sʌm,bɔdi, -bʌ-, -bə-] n.大人物；重要人物 pron.有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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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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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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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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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truggle 1 ['strʌgl] vi.奋斗，努力；挣扎 n.努力，奋斗；竞争 vt.使劲移动；尽力使得

274 struggles 1 ['strʌɡl] vi. 努力；奋斗；斗争；挣扎 n. 斗争；竞争；奋斗

275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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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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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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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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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1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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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84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8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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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urkish 1 ['tə:kiʃ] adj.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语的；土耳其的；突厥诸语言的 n.土耳其语

288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89 uber 1 n.Uber，优步（美国一家科技公司） n.Uber，人名：（德）乌贝尔，（英）尤伯

290 Ukraine 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9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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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us 1 pron.我们

294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95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96 valuations 1 n.估价( valuation的名词复数 ); 估定的价格; 定价; 评价

297 valuing 1 ['vælju ]ː n. 价值；价格；重要性；(pl)价值观；数值 v. 估价；重视；评价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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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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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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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eek 1 [wi:k] n.周，星期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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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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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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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06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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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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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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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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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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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