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1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s_ Chinese Supplier to
Apple, Samsung Plans Big Investment in Vietnam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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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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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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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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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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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ims 2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7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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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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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ppl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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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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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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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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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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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7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8 Beijing 1 ['bei'dʒiŋ] n.北京（等于Peking或Pekin）

19 belongs 1 英 [bɪ'lɒŋ] 美 [bɪ'lɔː ŋ] vi. 应归入；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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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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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23 bloomberg 1 n. 彭博（通讯社名）

24 boe 9 n. 博（姓氏）

25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26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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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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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30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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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32 changes 3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33 Chi 1 [kai] n.希腊文第二十二个字母 n.(Chi)人名；(德)希；(柬)齐；(日)智(名)

34 china 5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35 Chinese 3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36 chose 2 [英[tʃəʊz] 美[tʃoz]] v.choose的过去式,选择 n.【法律】物体；动产 n.(Chose)人名；(法)肖兹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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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mm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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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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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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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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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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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mputers 2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44 control 3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45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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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oun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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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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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50 deal 2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51 delays 1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52 dependence 1 [di'pendəns] n.依赖；依靠；信任；信赖

53 describing 1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54 developments 1 [dɪ'veləpmənts] n. 建设；发展；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

55 device 4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56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57 diode 2 ['daiəud] n.[电子]二极管

58 display 2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59 displays 2 [dɪsp'leɪz] n. 显示器；陈列品 名词display的复数.

60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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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lectronic 5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63 electronics 2 [,ilek'trɔniks] n.电子学；电子工业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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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mitting 2 [ɪ'mɪtɪŋ] adj. 发出（光、热、辐射）的 动词emit的现在分词.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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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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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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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factories 3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71 factory 2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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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4 foxconn 2 n. 富士康（公司名）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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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77 gained 1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8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79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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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伯、
巴基)哈伊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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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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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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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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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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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87 hectares 1 n.公顷（等于2。471英亩）( hectare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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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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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hon 1 [hʌn] n.爱人 n.(Hon)人名；(日)潘(姓)；(西)翁；(捷、德)霍恩；(老)洪

91 Hong 1 [hɔŋ] n.（中国、日本的）行，商行 n.(Hong)人名；(中)洪(普通话·威妥玛)；(泰)鸿；(柬)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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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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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5 images 2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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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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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99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100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01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02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03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04 invest 1 [in'vest] vt.投资；覆盖；耗费；授予；包围 vi.投资，入股；花钱买

105 investment 2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106 investments 2 [ɪn'vestmənts] 投资

107 involved 2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8 iph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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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0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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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13 jr 2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14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15 Kong 1 [kɔŋ] n.钢；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Kong)人名；(泰)空；(老、柬)贡

116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17 kuo 1 [kwɒ] n. 焙茶锅；焙茶平锅

118 l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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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aptop 1 n.膝上型轻便电脑，笔记本电脑

120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21 lat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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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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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lg 2 abbr. (飞机)起落架(=Landing Gear) abbr. 水平规； 水准仪(=Level Gauge) abbr. 近卫骑兵团(=Life Guards)<英>

125 light 3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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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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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maker 2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129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30 manufacturers 1 [mænjʊ'fæktʃərəz] n. 生产商；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

131 manufacturing 2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132 mario 2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33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34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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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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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Ming 1 [miŋ] n.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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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0 n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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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negotiations 1 [nɪɡəʊʃ'ɪeɪʃnz] n. 协商；谈判；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

142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43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44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45 northern 2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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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notable 1 ['nəutəbl] adj.值得注意的，显著的；著名的 n.名人，显要人物

148 of 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9 oled 2 abbr. 有机发光二极体(=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150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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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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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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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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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organic 1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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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7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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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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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60 partners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161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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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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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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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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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pictures 2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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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plan 3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170 plans 7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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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17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73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174 precision 2 [pri'siʒən] n.精度，[数]精密度；精确 adj.精密的，精确的

175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176 production 2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177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78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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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8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82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183 remote 2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184 rent 2 [rent] n.租金 vt.出租；租用；租借 vi.租；出租 n.(Rent)人名；(瑞典)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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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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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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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189 re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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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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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reuters 4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93 ritter 2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94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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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amsung 6 n. 三星(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所在地韩国；主要经营贸易)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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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198 screens 4 [skriː nz] n.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

199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200 securities 1 [sɪ'kjʊərɪtɪs] n. 股票；有价证券 名词security的复数形式.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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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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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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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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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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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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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martphone 1 英 ['smɑ tːfəʊn] 美 ['smɑ rːtfoʊn] n. Microsoft开发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平台；智能手机

210 smartphones 3 [s'mɑ tːfəʊnz] 智能手机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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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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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o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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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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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15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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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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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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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20 supplied 1 [sə'plaɪd] adj. 提供的 动词suppl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1 supplier 4 [sə'plaiə] n.供应厂商，供应国；供应者

222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23 supplying 1 [sə'plaɪ] n. 供应；补给；贮备 vt. 供应；提供；补充

22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25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26 tablet 1 n.碑；药片；写字板；小块；平板电脑 vt.用碑牌纪念；将(备忘录等)写在板上；将…制成小片或小块

227 Taiwan 2 ['tai'wɑ:n] n.台湾

228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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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31 tensions 1 ['tenʃn] n. 紧张；拉力；张力；紧张状态；[电]电压 vt. 使拉紧；使绷紧

232 tf 1 n. 临时固定(机动部队)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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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the 2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5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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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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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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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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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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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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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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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43 trading 1 ['treidiŋ] n.交易；贸易；购物 adj.交易的；贸易的 v.交换（trade的ing形式）；做买卖

244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45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4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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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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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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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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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52 Vietnam 7 n.越南（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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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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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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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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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ho 2 pron.谁；什么人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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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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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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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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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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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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