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05 [As It Is] Illegal Brazil Gold Tied to Italian Metal, Big
Tech Compani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gold 18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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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met 11 基梅特

6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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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from 10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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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1 compan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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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hm 7 ['siː 'etʃ'em] n.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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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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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6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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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illegal 6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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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police 6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0 amazon 5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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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metal 5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23 Brazil 4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24 Brazilian 4 [brə'ziljən] adj.巴西的；巴西人的 n.巴西人

25 comment 4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26 documents 4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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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9 learning 4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30 mining 4 ['mainiŋ] n.矿业；采矿

31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2 tech 4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33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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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5 Brasil 3 巴西

36 buying 3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37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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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four 3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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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investigation 3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40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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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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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technology 3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43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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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45 alphabet 2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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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pple 2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48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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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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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anks 2 [bæŋks] n.班克斯（姓氏）

51 boards 2 ['bɔː dz] n. 护板；舞台 名词board的复数形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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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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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ircuit 2 ['sə:kit] n.[电子]电路，回路；巡回；一圈；环道 vi.环行 vt.绕回…环行

55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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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57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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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59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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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62 illegally 2 [i'li:gəli] adv.非法地

63 indigenous 2 [in'didʒinəs] adj.本土的；土著的；国产的；固有的

64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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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irregular 2 [i'regjulə] n.不规则物；不合规格的产品 adj.不规则的；无规律的；非正规的；不合法的

66 Italian 2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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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listed 2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69 microsoft 2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70 mined 2 [maɪnd] adj. 开采的 动词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1 miners 2 n. 矿工 名词miner的复数形式.

72 name 2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73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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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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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purchased 2 ['pɜ tːʃəst] adj.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7 rainforest 2 英 ['reɪnfɒrɪst] 美 ['reɪnfɔː rɪst] n. 雨林

78 refiner 2 [ri'fainə] n.精炼机；精制者，精炼者

79 reportedly 2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80 representative 2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81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82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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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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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斯莫尔

83 sourced 2 [sɔ:st] adj.有来源的；有出处的 v.发起；寻求来源；寻求生产商（或提供商）（source的过去分词形式）

84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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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supply 2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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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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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90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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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what 2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93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94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95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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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97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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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chievement 1 n.成就；完成；达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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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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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03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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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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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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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0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11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12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13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114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115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116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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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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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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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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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22 blood 1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123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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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bullion 1 ['buljən] n.金银；纯金；金银块 n.(Bullion)人名；(法)比利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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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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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28 chain 1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129 chains 1 [tʃeɪnz] n. 枷锁；镣铐 名词chai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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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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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onflicts 1 英 ['kɒnflɪkt] 美 ['kɑːnflɪkt] n. 冲突；战斗；矛盾；斗争 vi. 冲突；抵触；争执

133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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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136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37 deloitte 1 n. 德勤（会计事务所名）

138 desirable 1 [di'zaiərəbl] adj.令人满意的；值得要的 n.合意的人或事物

139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140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41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142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143 documentation 1 [,dɔkjumen'teiʃən] n.文件,证明文件,史实,文件编制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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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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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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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49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50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1 Fed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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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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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54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155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56 Giovanni 1 ['dʒiɔva:ni:] n.乔瓦尼（人名）

157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58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59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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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hal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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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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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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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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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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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66 investigative 1 [in'vestigeitiv] adj.研究的；调查的；好调查的

167 iphone 1 ['aɪfon] n. 美国苹果公司2007年夏天推出的智能手机；据称选用iPhone作为手机名称是为了利用苹果Mp3播放器iPod在国
际的知名度

168 Jair 1 雅伊尔

169 jake 1 [dʒeik] adj.上等的，满意的 n.家伙，乡下佬 n.(Jake)人名；(英)杰克(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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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171 lands 1 [lændz] n. 平原；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

172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73 Larissa 1 n.拉里萨（希腊地名）；拉瑞莎（女子名）

174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175 legalize 1 ['li:gəlaiz] vt.使合法化；公认；法律上认为…正当

176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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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79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180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81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182 mark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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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84 mercury 1 n.[化]汞，水银 [天]水星 温度表 精神，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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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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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88 minerals 1 ['mɪnərəlz] n. 矿产品；矿物；矿产 名词mineral的复数形式.

189 mines 1 n. 矿井 名词mine的复数形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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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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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93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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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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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97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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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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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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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put 1 ['autput, ,aut'put] n.输出，输出量；产量；出产 vt.输出

204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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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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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09 polluted 1 [pə'lju:tid] adj.受污染的；被玷污的 v.污染（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0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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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3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14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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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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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17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8 refiners 1 热磨机

219 regulate 1 vt.调节，规定；控制；校准；有系统地管理

220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221 relationships 1 [rɪ'leɪʃnʃɪps] 关系[式]

222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23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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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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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227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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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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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31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32 resell 1 [,ri:'sel] vt.转售；转卖；再卖

233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34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35 Rivers 1 ['rivə:s] n.里弗斯（人名）；河流州（尼日利亚州名）；河水钻

236 Rodrigues 1 [rəu'dri:gəs] n.罗得里格斯岛（毛里求斯岛屿，位于西印度洋马斯克林群岛东部）；罗德古斯（姓氏）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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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ecured 1 英 [sɪ'kjʊə(r)] 美 [sə'kjʊr] adj. 安全的；牢靠的；稳妥的 vt. 使安全；获得；固定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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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41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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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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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45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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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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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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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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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ourcing 1 ['sɔ:siŋ] n.[电子]纯源化 v.发起；向…提供消息（source的ing形式）

253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54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255 standard 1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德)施坦达德

256 standards 1 [s'tændədz] n.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

257 stated 1 ['steitid] adj.规定的；阐明的；定期的 v.规定（state的过去分词）；陈述；阐明

258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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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supplied 1 [sə'plaɪd] adj. 提供的 动词suppl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0 suppliers 1 n. 供应商；供应者

261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6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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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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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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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8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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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27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72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73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274 trader 1 ['treidə] n.交易者；商人；商船 n.(Trader)人名；(英)特雷德

275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76 unregulated 1 [ˌʌn'reɡjuleɪtɪd] adj. 不规范的；紊乱的；不受管理的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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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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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280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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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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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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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wildcatter 1 ['waid,kætə] n.投机份子；有勇无谋的人；盲目开采油井者；冒险性企业的发起人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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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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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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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9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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