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9 [As It Is] California Launches Effort to Examine How to
Regulate Crypto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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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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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tivity 3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5 adapt 2 [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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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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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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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10 advisor 1 [əd'vaizə] n.顾问；指导教师；劝告者

11 agencies 2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2 a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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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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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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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len 3 ['ælən] n.艾伦（男子名）

16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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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9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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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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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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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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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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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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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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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 1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28 Banks 1 [bæŋks] n.班克斯（姓氏）

29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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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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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34 benefit 1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35 b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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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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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iden 2 n. 拜登(姓氏)

38 billionaire 1 [,biljə'nεə] n.亿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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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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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2 buffet 1 ['bʌfit] n.自助餐；小卖部；打击；猛烈冲击 vt.与…搏斗；连续猛击 vi.斗争；奋勇前进 adj.自助的；自助餐的 n.(Buffet)
人名；(法)比费

43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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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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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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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ifornia 7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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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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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52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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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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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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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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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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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mprehensive 2 [,kɔmpri'hensiv] adj.综合的；广泛的；有理解力的 n.综合学校；专业综合测验

60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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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63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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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6 creator 1 [kri'eitə] n.创造者；创建者

67 cryptocurrency 13 英[krɪptəʊkʌrənsi] 美[krɪptoʊkɜ rːənsi] 加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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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urrency 1 ['kərənsi] n.货币；通货

70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71 curve 2 [kə:v] n.曲线；弯曲；曲线球；曲线图表 vt.弯；使弯曲 vi.成曲形 adj.弯曲的；曲线形的

72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73 dee 2 [di:] n.D形物；D（英语字母）；学位 n.(Dee)人名；(英)迪伊

74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75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6 developing 2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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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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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1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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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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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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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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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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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conomically 1 [,i:kə'nɔmikəli] adv.经济地；在经济上；节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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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ffort 4 ['efət] n.努力；成就

89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90 engage 2 vt.吸引，占用；使参加；雇佣；使订婚；预定 vi.从事；参与；答应，保证；交战；啮合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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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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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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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stablish 1 [i'stæbliʃ] vt.建立；创办；安置 vi.植物定植

95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96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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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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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mine 2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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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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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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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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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04 explosive 1 [ik'spləusiv] adj.爆炸的；爆炸性的；爆发性的 n.炸药；爆炸物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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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07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108 Federal 2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109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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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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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it 1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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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orm 2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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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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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gavin 1 [gævin] n.加文（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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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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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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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overnments 2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23 governor 3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24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25 harmonize 1 ['hɑ:mənaiz] vt.使和谐；使一致；以和声唱 vi.协调；和谐；以和声唱

126 harmonized 1 英 ['hɑːmənaɪz] 美 ['hɑ rːmənaɪz] v. 协调；使和谐；用和声唱

127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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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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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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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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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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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elp 2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32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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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ilary 1 ['hiləri] n.希拉里（女子名，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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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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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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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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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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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3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44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45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46 inefficient 2 [,ini'fiʃənt] adj.无效率的，效率低的；无能的

147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48 invested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149 investor 1 [in'vestə] n.投资者

150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151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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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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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55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56 k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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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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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59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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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aunch 1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162 launches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63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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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edger 1 n.总账，分户总账；[会计]分类账；账簿；底账；（手脚架上的）横木 n.(Ledger)人名；(英)莱杰

166 legitimacy 1 [li'dʒitiməsi] n.合法；合理；正统

167 legitimate 1 [li'dʒitimət, li'dʒitimeit] adj.合法的；正当的；合理的；正统的 vt.使合法；认为正当（等于legitimize）

168 legitimize 1 [li'dʒitimaiz] vt.使…合法；立为嫡嗣

169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70 li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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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72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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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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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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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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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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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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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onies 1 ['mʌniz] n.货币；金钱（money的复数形式） n.(Monies)人名；(丹)莫尼斯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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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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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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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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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usk 1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185 Myers 1 n.迈尔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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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88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89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0 newsom 4 n. 纽瑟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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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3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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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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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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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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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order 4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00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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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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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oversee 1 [,əuvə'si:] vt.监督；审查；俯瞰；偷看到，无意中看到

205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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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208 p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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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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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ercentage 1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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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hr 1 ['piː 'etʃ'ɑ rː] n. 照相侦察

214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15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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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popular 2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17 population 2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18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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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riv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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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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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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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24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225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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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ason 2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2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29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30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31 regulate 4 vt.调节，规定；控制；校准；有系统地管理

232 regulation 1 [,regju'leiʃən] n.管理；规则；校准 adj.规定的；平常的

233 regulations 1 [reɡjʊ'leɪʃnz] n. 规程；条例 名词regulation的复数形式.

234 regulatory 2 ['regjulətəri] adj.管理的；控制的；调整的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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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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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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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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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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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ises 1 [raɪz] vi. 上升；升起；增加；起床；反抗；复活 n. 上升；增加；斜坡；小山

241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2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43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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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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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46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47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248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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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50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5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2 simpler 1 adj.更简单的（simple的比较级） n.(Simpler)人名；(瑞典)辛普勒

253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54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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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olutions 1 [sə'lu ʃːnz] n. 解答

257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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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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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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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pacex 1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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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tate 8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63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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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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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68 suitable 2 ['sju:təbl] adj.适当的；相配的

269 supporter 1 [sə'pɔ:tə] n.支持者；拥护者

270 technological 1 [,teknə'lɔdʒikəl] adj.技术的；工艺的

271 technologies 2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272 technology 5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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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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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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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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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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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80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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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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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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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houghtful 1 ['θɔ:tful] adj.深思的；体贴的；关切的

285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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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87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8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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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rillion 1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291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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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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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urged 2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5 us 1 pron.我们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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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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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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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0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01 valued 1 ['vælju:d] adj.重要的；宝贵的；贵重的；经估价的

302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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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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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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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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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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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arren 1 ['wɔrən, 'wɔ:-] n.养兔场；大杂院；拥挤的地区

307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08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09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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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ealthiest 1 ['welθi] adj. 富有的 n. 富人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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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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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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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15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16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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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18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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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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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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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24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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