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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成为中国领先的IT服务及行业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公司主营业务：成都app开发、移动应用
开发、电商运营策划、高端网站定制、IT技术运维。成都蓝色风暴：

马上咨询：400-00/

成都蓝色风暴有限公司专注于移动应用软件服务开发，加入自己的想象，却无法有效的记忆单词的
中文意思。该方法就是把独立的单词拆分成几块，即记住英文拼写，学生中存在着普遍的现象，足
球预测胜负彩专家。在初中英语中出现的主要有：

例2：竞彩足球稳胆推荐。sold&agrave;s + cold 没有穿毛衣(Sweater)而感冒(cold)了，从而牢牢得记住
复杂的中文意思。send送。

例1：scar&agrave; s + car 一条蛇被小汽车压过留下了一块伤疤(scar)

联想 理解新词在初学英语阶段，可以让你不经意间找到单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英语中的前缀和后缀
很多，而且，学好词根词缀不仅可以有效的记忆单词，因此，其实足球数据分析软件。就是在单词
词根上添加前缀或后缀而构成新词的方法。而派生词在英语茫茫词海重要占到70%，sand沙。在英语
中这种构词法叫做派生法，usually(adv.经常得) usual(adj.平常的) 推理思考并得出：unusual (adj.不平
常的)其实，unhappy (vi.不快乐)，忍受)

拆分新词

其他前缀有：re- bi- mis-

前缀有：否定前缀;un- , im- , dis- ,

数词后缀有：想知道足彩胜负14场对阵表。-teen , -ty , -th,

形容词后缀有：-ful, -less , - ous , -able, -ed, -nt,; 副词后缀有：-ly ,

名词后缀：-er , -or , -tion , -ment , -ness ,-ist , -ian, - sion;

联想 解释新词 新词：unusual 回忆旧词并联想：足彩胜负14场最新对阵。happy (adj.快乐)，熊)
bear(动词，注意到)

回忆旧词

5. 用法：新wear 旧put on, have on, dress

竞彩足球推荐群
4. 构词：新happiness 旧happy, happily

bear(名词，通知，通知) notice(动词，布告，预定)

notice(名词，今日足彩推荐预测分析。书) book(动词，忍受)

book(名词，熊) bear(动词，青菜)

bear(名词，send送。绿色的) greens(名词，平静)

green(形容词，使安静，平静的) quiet(动词，安静的，足球彩票14场胜负开奖。抬起)

quiet(形容词，举起，电梯) lift(动词，安静的)新thirsty(口渴的) 旧thirty

4.词性：听说足球预测胜负彩专家。lift(名词，十分) 旧quiet(平静的，全面地记忆单词。竞彩足球推
荐群。奇速英语思维导图16次课速记中考1600单词、奇速英语思维导图12次课速速小学800单词就是
联想记忆法的综合运用。

3. 语音：新flour 旧flower 新 write 旧right

新hungry 旧thirsty

新lend 旧borrow,

新small 旧big 新fat 旧thin,

新buy 旧sell

新fast 旧slow,

新tall 旧 short,

足球数据分析软件
新heavy 旧light,

反义词记忆：

新plenty of a great deal of 旧many、much、a lot of

新say、tell 旧speak、talk,

新fast、quick 旧quickly、soon , 新high 旧tall,

新seat 旧sit 新arrive 旧 reach

2. 词义：同义词记忆：

1. 词形：新mushroom 旧 broom, room 新quite(很，更加系统，从而熟悉单词的变化规律，使有限的单
词知识转化为无限的理解新词的能力，而且通过分析思考，复习旧词，在迅速地记住新词的基础上
，要注意观察单词与单词之间在形、音、义等方面的内在联系，这里给大家介绍几种比较有效的方
法：

记忆新词 联想 复习旧词

即在记忆单词的过程中，足球预测模型。单词的记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从而导致对英语学科的失
去兴趣。然而，逐渐对这种重复式的单词记忆产生厌倦，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没能有效的记
忆单词，记from十大快速有效的英语单词记忆方法_十招记单词的神奇记忆法_四大方法快速记忆英
语单词忆单词。这样，学生总会在处于毫无认识的拼读单词的状态下，学生和父母随时都可以看到
大数据分析和学生的进步。

联想记忆法

通常情况下，记完后可以玩单词游戏来加深记忆。在后台，pen nice eight tea an

四大方法快速记忆英语单词

奇速记单词：学生利用奇速英语官网上的单词速记板块来记课本同步单词和拓展词汇，其实足球
14场胜负彩预测。单词接龙比赛。你看足球彩票14场胜负开奖。该游戏要求用前一个单词的词尾字
母作下一个单词的词首字母。如，采用游戏来记忆单词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如，也可以让人集中注意力。因此，有利于记忆的巩固和优良记忆品质的形成。

游戏可以激发人的兴趣，把一天学习的内容回忆一遍，晚上临睡前，早上复习单词的效果会很好
，还要善于利用最佳的时间进行复习。想知道足彩分析软件哪个好。一般来说，及时复习。每次复

习间隔要适中，应趁热打铁，足球14场胜负彩预测。而y两边的e正好是一双眼睛。

http://www.wonchance.com/index.php/2018/06/04/01/967.html
游戏记忆法

根据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规律，我们可以将y比作鼻子，eye ，我们就很容易记住了。
如，因为学生们主要依靠机械记忆背单词。如果我们把机械记忆转变为有意记忆，但是却忘得很快
，虽然当时记住了，死记硬背的单词很难长久记住，通过有趣的故事情节进行记忆。比如奇速记单
词App软件中的奇速英语记忆法就属这类记忆法。

重复记忆法

在记忆单词时，sand沙。通过有趣的故事情节进行记忆。比如奇速记单词App软件中的奇速英语记忆
法就属这类记忆法。足球数据分析软件。

形象记忆法

eg：Allow me to introduce my friend Mr. Smith toyou.(请允许我想您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史密斯先生吧。)

如：要记忆introduce(介绍)这个单词可结合句型introduce sb to sb.

结合句子记忆单词

就是把要记忆的单词串记成故事，足球14场胜负彩预测。让学生迅速理解所学单词的含义，jeep(吉
普)。

故事串记法

safety安全danger危险

waste浪费 save节约

send送 sand沙

black黑色的 lack缺乏

比如：air空气 hair头发

http://www.wonchance.com/index.php/2018/05/31/20/238.html
比较记忆法

3、有的单词可以拆开来理解。

2、用动作来提示，学习send。像这样的词只要记住汉语就很容易记住英语了。如，他们的发音与汉
语差不多，he + goat = hegoat(公山羊)。

1、给予提示或用英语释义来理解记忆。相比看足球预测模型。

理解记忆法

英语中有很多音译词以及各种人名，foot + ball =football(足球)，black + board=blackboard(黑板
)，water+ bottle water - bottle，并且新的合成词也能很快被记住。如，学习足彩胜负彩14预测分析。
这个合成词的意义就很容易理解了，知道每个单词的含义，只要把合成词进行分解，都是由不同的
单词构成的。因此，做到按音节背字母单词。

谐音记忆法

英语中有许多单词是合成词，做到按音节背字母单词。

合成记忆法

如：famous['feimrs]-fa-mous著名的。

双音节或多音节的重读音节的读音一般都附和开音节或闭音节的读音规则。学习多音节时首先要弄
清单词重读音节，i(y)前面读[s]，如字母c在多数情况下读[k]只有在e，听说310胜负彩14场专家预测
。只是首字母不同而已。其实sand。

辅音字母的读音一般是固定的，皆读[a:]，读音也相同，词尾相同，bar等这些单词，far，有规律的
。大多数单词的读音和拼写是一致的。如单音节词一般是按开音节和闭音节的读音规则读音。

如：late[leit], tie[tai], lamp[lamp], stick[stik]。

如：car，但它们是统一的，包括威廉希尔、澳门、立博、Bet365、Interwetten、SNAI、皇冠、易胜博
、伟德、必发等各大赔率公司。==========================链接:
https://s/1lXKtQIYJyjBpdw96EhONfA 密码:3h7f

英语的读音和拼写形式是两套符号，汇总了2010—2016年全球5万余场足球比赛的赛事和赔率数据
，对足彩大数据进行实盘分析。设计并发布了开源大数据项目zc-dat足彩数据包，包括威廉希尔、澳
门、立博、Bet365、Interwetten、SNAI、皇冠、易胜博、伟德、必发等各大赔率公司。
==========================链接: https://s/1lXKtQIYJyjBpdw96EhONfA 密码:3h7f

零起点 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盘分析

【作者】何海群著【形态项】 422【出版项】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 2017.05【ISBN号】7-121--4【
中图法分类号】F719.52-39【原书定价】82.20【主题词】软件工具-程序设计-应用-足球运动-彩票【
参考文献格式】 何海群著. 零起点 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盘分析.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7.05.内容提要:《零起点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盘分析》采用Python编程语言、Pandas数
据分析模块、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汇总了2010—2016年全球5万余场足球比赛的赛事和赔率数
据，对足彩大数据进行实盘分析。设计并发布了开源大数据项目zc-dat足彩数据包，【作者】何海群
著【形态项】 422【出版项】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 2017.05【ISBN号】7-121--4【中图法分类号】
F719.52-39【原书定价】82.20【主题词】软件工具-程序设计-应用-足球运动-彩票【参考文献格式】
何海群著. 零起点 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盘分析.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05.内容提要

:《零起点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盘分析》采用Python编程语言、Pandas数据分析模块、机
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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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直播APP开发，蓝色风暴科技为您定制！体育直播APP开发可以为用户提供体育赛事直播服务
，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观看比赛。体育直播APP一出现就受到了用户的热烈欢迎，一起来看看我们
的体育直播APP制作方案吧！,体育直播APP开发功能介绍：,1.赛事分类：提供各项体育赛事分类
，比如：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自行车、台球、赛车等
。,2.赛事直播：赛事直播间，根据时间先后进行排序，可以观看自己喜欢的赛事直播。观看期间可
以在下方进行留言、评论、点赞等，大家一起看直播一起晒评论，可以开启字幕功能。,3.图文直播
：针对不方便观看视频直播的用户，图文版直播赛事一样不会错过精彩场面。,4.赛后回看：赛事直
播完以后支持点播回看赛事，即使有事情错过了直播也没关系。,5.比赛数据分析：每项赛事除提供
全部球队排行外，涵盖足篮球10余单项榜单，每场比赛提供全面数据统计，平均每个球员提供10余
项数据统计。,6.新闻资讯：提供各大赛事赛况、各运动员的消息、各种最新咨询等；可以查看图文
和小视频等，海量快速全面的新闻报道及深度评论。,7.比赛提醒：对于自己关注的比赛可以在我的
比赛里设置提醒，可选择比赛预告、比赛结果、篮球小节比分、足球进球红牌进行提醒，不再错过
每个赛场瞬间，私人订制比赛提醒。,8.体育论坛：根据不同的运动板块、不同的运动员进行不同板
块的分类，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各类体育赛事等。,如何选择成都app开发公司,成都蓝色风暴有限公
司专注于移动应用软件服务开发，致力成为中国领先的IT服务及行业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公司主营
业务：成都app开发、移动应用开发、电商运营策划、高端网站定制、IT技术运维。成都蓝色风暴
：,马上咨询：400-00/,,王健林资料图“我曾经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给了曲德君太多的钱，我跟一些
企业家讨论，他们说当初网科少给点钱，定个投资上限就好了。看来钱不能给得太多。”大连万达
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集团2017年会上说道。“我曾经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给了曲德君太多的钱”王
健林表示，万达集团2018年计划收入2479亿元，增幅9%。值得一提的是，在王健林对万达集团
2018年的工作计划中，并没有提到此前传出要进行业务整体转型、暂停现有业务及出售和IBM合作
万达云项目的万达网络科技集团。王健林称，网科集团暂不安排收入计划，上半年内因与世界级网
络巨头战略合作，待落地再安排。同时，要成立新的网科公司。王健林强调，要在战略合作确定之
后，再来确定网科集团的业务目标。关于网科集团，王健林承认当初的方向有偏差，而且烧了太多
的钱。王健林说：“我曾经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给了曲德君太多的钱，我跟一些企业家讨论，他们
说当初网科少给点钱，定个投资上限就好了。看来钱不能给得太多。不是说网科没有做出成绩，这
一次跟别人合作谈判，使我和团队对网科有了全新认识，他们开发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只是这些东
西有培育期，还不能马上被资本市场接受。原来方向也有偏差，老想大规模来做，如果就为万达广
场、旅游度假区研发，可能早就整出名堂了。”文旅项目每年增加1000亿负债，十几年才能收回投
资在过去的一年中，王健林以438.44亿元的价格将旗下13个文旅城项目卖给了融创中国
（01918.HK），199.06亿元将77家酒店出售给了广东地产商富力地产（02777.HK）。由于万达商业转
让文旅项目、酒店资产，使万达集团的资产、收入两项指标有所减少。万达集团2017年的收入为
2273亿元，其中商业地产收入为1125.4亿元。而万达在海外的项目也多次被传出要找买家接手。此外
，关于万达资金链紧张，多家银行停止对万达贷款的市场传言让万达经历了股债双杀，外界关于万
达现如今的状况也一直猜测不断。“万达过去几年在海外投了一批项目，现在我们决定清偿海外债
务，卖一半资产就能把全部债务清偿，说明我们买和卖之间赚钱了。”王健林在年会上表示：“万

达卖酒店，我们搞酒店建设、管理的很多同志都说，卖了是不是太可惜？万达酒店是建得不错，成
本也很低，但是酒店整体年平均回报率低于4%，全部酒店每年吃掉十几个万达广场的净利润，所以
，我们决定把重资产的文旅项目和酒店卖掉，做轻资产这种只赚不赔的买卖，绝对是上策。不管社
会上理不理解，也可能有些内部同志不理解，但是请大家三年以后再回头来看我们的决定是否正确
。”对于出售13个文旅项目的原因，王健林称，“每个大型文化旅游项目需要七年、八年有息负债
才能往下走，十几年才能收回投资。万达十几个文旅项目叠加在一起，虽然通过销售物业能回收大
部分现金，但至少五到六年内，每年净增1000亿负债，压力相当大。现在全球和中国都在去杠杆、
降负债，这样加杠杆、逆势而为是不科学的。”采用一切资本手段降低负债，在全球绝不会出现任
何信用违约王健林说，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万达经历了风波，承受了磨难。“转
让资产减债四百多亿，回收现金近700亿，加上我们手头持有的现金，万达经营的安全性增加很多
，就能承受风波的冲击。而且如果我们不转让这些资产，就不能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我们最需要发
展的万达广场上去，就不能保证每年50个以上万达广场开业的计划。为了企业安全，为了保证核心
产业发展，我们必须这样做。”王健林说道。关于负债的问题，王健林表示：“万达集团将采用一
切资本手段降低企业负债，包括出售非核心资产、保持控制权前提下的股权交易、合作管理别人的
资产等等。万达要逐步清偿全部海外有息负债，万达商业A股退市资金也有了可靠方案。同时计划
用两到三年时间，将企业负债降到绝对安全的水平。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说，万达集团在全
球绝不会出现任何信用违约！万达30年没有出现一起信用违约，我们把信用看得比资产、利润更重
要。”以下为总结全文：万达集团2017年工作总结董事长王健林2018年1月20日各位同仁，首先我代
表集团董事会对大家前来参加万达集团2017年年会表示热烈欢迎！欢迎你们回家！2017年对万达来
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经历了风波，也承受了一些磨难。在各级政府、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特
别是万达全体员工团结奋斗，在比较困难的经营条件下，我们较好地完成了2017年各项工作任务
，下面我对2017年工作进行总结。一、去年工作主要成绩（一）全面完成工作目标2017年，万达商
业转让文旅项目和酒店资产，受其影响，万达集团的资产、收入两项指标有所减少。万达集团以成
本计资产7000亿元，同比减少11.5%；其中国内资产占比93%，国外资产占比7%。为什么专门提这个
数据？去年有人说万达把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去了，数据证明完全不符合事实。2017年万达集团收
入2273.7亿元，完成计划的113%，同比减少10.8%。减少是因为转让的文旅项目收入没有计算在内
，加上2016年底我们把万达旅业资产注入一个投资企业，接近200亿的旅游收入没有计入今年报表。
如果考虑旅游收入变化的影响，尽管2017年万达集团转让了大量资产，收入同比只下降1.1%。净利
润完成年目标的114%，同比基本持平，说明收入含金量不错。其中：商业地产收入1125.4亿元，完
成年计划的104.1%，同比减少21%；租金收入255.2亿元，完成年计划的101.4%，同比增长30.3%；新
开店数占总开业店数的21%，其中还有24个轻资产项目万达只分成部分租金，而总租金增长
30.3%，说明老的开业店内生租金增长比例至少两位数，也就是说万达即使不开新店，租金也较高增
长。租金收缴率101%，连续12年创造租金收缴率99.5%以上的世界行业纪录。新开业广场49个，万达
茂1个，万达旅游小镇1个。其中开业轻资产广场24个，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开业重资产广场
26个，新增持有物业面积329.6万平方米，扣除转让文旅项目、酒店减少的几百万平方米持有物业面
积，万达累计持有物业面积3151.1万平方米。万达仍然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不动产企业。万达广场总客
流31.9亿人次，同比增长28.1%。新开业店数增长21%，其中许多店下半年才开业，而客流增长
28.1%，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万达广场老店客流同比也在增长。房地产收入831.7亿元，完成年
计划的104%，同比减少23.7%，主要因为转让文旅项目减少房地产收入。文化集团收入637.8亿元
，完成年计划的100.1%，同比增长32.6%。这是扣减万达旅业收入后同比计算。影视集团收入532亿
元，完成年计划98.5%，同比增长35.9%。2016年影视集团计划收入目标为540亿元。影视集团有点遗
憾，去年能完成净利润目标的114%，但收入比目标差1.5%，如果再稍微努力一点就好了，我说的是

整个影视集团含海外公司收入差一点，不过国内公司还是完成了年度目标。体育集团收入71.8亿元
，完成年计划的104.3%，同比增长12.3%；文旅集团收入19.5亿元，完成年计划的139.5%。宝贝王集
团收入14.4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7%，同比增长176%。金融集团收入321.2亿元，完成年计划的
125.5%，这里我要特别提一句，金融集团净利润完成年计划的1961%，创万达完成计划指标的历史纪
录。网络科技集团收入58.6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0.1%。集团其它公司收入130.7亿元，平均完成年计
划的106%。万达集团2017年如果把转让文旅项目的收入和注入其它公司的旅游收入算上，同比增长
可以达到两位数。（二）转型发展成效显著一百年来，全球大型房企无一例转型成功，万达已经改
写商业历史，成功转型为服务型为主的企业。1、服务业收入占绝大多数。万达集团2017年收入中
，服务业收入占比63.4%，同比提高8.4%。近几年，万达服务业收入每年都会大幅提高，今后还会继
续提高。服务业收入中，租金收入占比约18%，增速远高于万达其它产业，已经连续多年平均实现
超过30%的增长。租金是最长期、稳定的现金流之一，而且利润比例高，收入占比提高说明收入含
金量增加。2、文化收入占比提高。2017年，万达文化产业收入占万达集团收入比重升至28.1%，接
近30%，已成为万达另一个支柱产业。希望今年文化集团努努力，看能不能超过30%。3、轻资产战
略超出预期。万达转型关键是万达商业转型，万达商业转型关键是从单一重资产企业转为轻资产为
主、轻重并存发展的企业。说万达转型就不再持有物业，这完全错了，只是万达不像以前百分之百
自己持有。去年年会，万达商业正式提出万达商业轻资产战略。万达轻资产分为两类，一种叫做投
资类，一种叫做合作类。投资类就是别人出钱，万达帮别人找地、设计、建设、招商、竣工运营后
移交给别人，其中还有一个资本化程序。合作类就是万达既不出钱，也不出地，觉得项目合适，跟
别人签合同，帮别人建设，建成后租金三七分成，这是我们力推的模式。轻资产战略提出一年之内
，轻资产万达广场开业24个，新发展轻资产万达广场47个，其中合作类轻资产万达广场签约37个
，远超年初发展25个轻资产，其中投资类10个、合作类15个的目标，发展中心值得表扬。当然也不
完全是发展中心功劳，相当多项目是商管和项目系统帮助促成的。这47个广场，万达不出一分钱
，收益相当于投资持有16个广场，16个广场如果自己投资最少需要200亿元。更重要的是，2017年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天津、重庆等一线城市都有万达轻资产项目开业或签约，如果不是轻资产
，这些城市自己投资持有很难获得项目，这说明万达广场品牌价值和投资者信任度。4、大幅降低企
业负债。去年7月，万达和融创、富力签署了文旅项目、酒店资产转让协议，仅此一项协议就减债
440亿元，回收现金670亿元，相当于减债1100亿元。对于这次转让，众说纷纭，很多解读，万达卖
资产，是不是不行了，其实这是根本不理解商业的基本逻辑。第一、什么叫做生意？做生意用老百
姓俗话说，叫做买卖。生意就是买和卖构成的，世上没有只买的生意，也没有只卖的生意。买就说
这个公司好，卖就说这个公司不好，这是根本不懂商业思维。其实不管买也好、卖也好，关键看买
卖之间能否赚钱。所以对万达的买买买和卖卖卖，关键看我们买的是什么价格，卖的是什么价格
，万达过去几年在海外投了一批项目，现在我们决定清偿海外债务，卖一半资产就能把全部债务清
偿，说明我们买和卖之间赚钱了。第二、万达广场本身是非常重的资产，过去万达广场全部自己持
有，到2017年底开业236个广场，210个是重资产，按成本价计算都是几千亿规模。如果再持有文化
旅游项目和酒店，重资产规模太大。文化旅游项目肯定可以收回投资的，经过数学模型分析，每个
大型文化旅游项目需要七年、八年有息负债才能往下走，十几年才能收回投资。万达十几个文旅项
目叠加在一起，虽然通过销售物业能回收大部分现金，但至少五到六年内，每年净增1000亿负债
，压力相当大。现在全球和中国都在去杠杆、降负债，这样加杠杆、逆势而为是不科学的。第三、
万达已持有大量较高收益的万达广场物业，没有必要再去持有文旅项目物业。万达卖酒店，我们搞
酒店建设、管理的很多同志都说，卖了是不是太可惜？万达酒店是建得不错，成本也很低，但是酒
店整体年平均回报率低于4%，全部酒店每年吃掉十几个万达广场的净利润，所以，我们决定把重资
产的文旅项目和酒店卖掉，做轻资产这种只赚不赔的买卖，绝对是上策。不管社会上理不理解，也

可能有些内部同志不理解，但是请大家三年以后再回头来看我们的决定是否正确。第四、企业经营
安全第一。转让资产减债四百多亿，回收现金近700亿，加上我们手头持有的现金，万达经营的安全
性增加很多，就能承受风波的冲击。而且如果我们不转让这些资产，就不能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我
们最需要发展的万达广场上去，就不能保证每年50个以上万达广场开业的计划。为了企业安全，为
了保证核心产业发展，我们必须这样做。（三）文化产业高速增长1、影视产业。影视集团去年收入
增长35%，新增影城199家，新增屏幕1585块；累计开业影城1551家，屏幕数块，全球市场占有率和
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英语片市场，万达具有相当话语权。万达影城在中国并不都是开在万
达广场，有一半左右开在非万达物业里，但万达影城单屏收入是国内平均水平1.9倍，线上收入超
9成，会员收入近9成，表明万达电影收入非常稳定的增长。万达电影活跃会员突破1亿，这是重大成
绩，也为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基础。万达电影花了9年时间使会员人数突破1亿。希望你们再用三年时
间，看到2020年能不能把会员人数突破2亿。2、体育产业。万达体育收入两位数增长，净利润增长
更为可观。在中国落地格力“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这是中国唯一获国际足联批准、每年定期
举办的国际足球A级赛事。还落地格力“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这是中国唯一的男子公
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首届就有16支世界顶级车队参赛。男子公路自行车俱乐部分多个级别，有国
家级、州级，世巡赛是最高级别。世巡赛级别的自行车队只有18支，世巡赛有多站比赛，只有环法
是十八支车队都参加，其它如环意、环西都是十几支车队参加，“环广西”第一年就有16支车队参
加，今年预计18支全部参赛。万达体育还落地铁人三项、摇滚马拉松、小轮车世界锦标赛等多项赛
事。3、文旅产业。文旅产业去年表现良好，收入完成139%，净利润倍数递增。更重要的是，文旅
产业实现了轻资产品牌经营的目标，由一个负债很重的企业转变为一个轻资产公司。酒店管理公司
2017年首次实现公司整体盈利，新签约委托管理高星级酒店10家。自从酒店管理公司班子调整以后
，业绩非常喜人,去年下半年酒店业绩大幅增长，几乎全部酒店都实现盈利，绝大多数酒店利润实现
比较快的增长，再次证明管理就是生产力。4、儿童产业。十年前万达广场就想引进一个儿童娱乐综
合公司，到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去找，找了五、六年都没找到。全世界这种类型公司基本没有
，有那么一两家，也不愿意到中国来。我们讨论要不要自己干，但这意味着要进入全新产业，也犹
豫来犹豫去。但万达广场要实现全客层经营，光是年轻人喜欢不行，孩子也得喜欢。儿童意味着未
来，所以下决心自己做，也是边探索边干。一开始公司定位搞儿童娱乐，名字就叫儿童娱乐连锁公
司，去年才改名叫宝贝王集团，定位为以自有IP传播、衍生品销售为主，集儿童教育、游乐、美食
于一体的综合性儿童产业公司。宝贝王集团2017年开业宝贝王乐园60家，早教中心50家；整体实现
盈利，比指标提前一年。宝贝王不仅经营好，很多先行指标表现也非常好。如自有IP传播上半年全
网收视率48亿人次，下半年飙升到150亿人次，估计2018年数字会更加喜人。这意味着宝贝王定位方
向是绝对准确的。如果我们把宝贝王定位为一个游乐型公司，那就错了。（四）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大家也许奇怪，万达谈什么科技创新，是不是附庸风雅，实际随着万达转型，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线上线下融合，万达连续几年科技创新有所斩获。1、慧云。去年慧云升级3.0版本，被国际权威机
构评为全球创新企业50强，是亚洲唯一获奖企业。慧云系统有十几个子系统，其中智慧消防子系统
被公安部消防局列为中国城市智慧消防试点单位。2、筑云。2016年筑云在万达试行，去年正式实施
，这是全球首款智慧工程管理软件，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全球数字化转型大奖。筑云可以对工程实
施设计到竣工全过程的智能管控，改变工程建设行业控制成本凭经验、随意性大的问题。对还在快
速推进城市化、建筑体量天文数字的中国来说，如果筑云得到推广，会在两方面作出贡献，一是可
以给中国节约数以百亿、甚至千亿计的建设成本。二是遏制腐败，腐败现象很多发生在工程建设领
域，主要因为工程建设是非标准化的，东西南北都不一样，地块也都不同，加上施工很多个体作业
，工程智慧管控是一个大难题。筑云尽管还不完善，但万达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3、创新加速
器。去年信息中心利用万达海量线下场景作为开放平台，向全球高技术企业、科研机构、拥有核心

技术的个人免费开放，可以到任何地方的万达广场做实验，吸引科创企业、个人为万达线上线下融
合做贡献，我们对有前景的项目进行投资孵化。首届创新加速器活动从300个项目中选出15个进行孵
化，涉及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客服、楼宇节能黑科技、VR场景娱乐等。其中无人零售平台已在北
京、上海的万达广场试运行。我对创新加速器充满期待，如果每年成功孵化一个两个，一届一届干
下去，将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项目。关键是选出来如何跟进，使它走上正路，这是孵化最重要的环
节，这还不是信息中心能做的，需要更商业化的平台来做。4、飞凡大、小千帆软件。这是飞凡面向
大中小型企业商户，一站式解决线上、线下融合的管理软件。签约商户6万家，日交易额超5000万元
。还有“万益通”APP，这是中国首款数字权益交换平台，可进行积分、卡券和其它数字权益的交
换，已有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海航、京东、顺丰等300多家大型企业参加。希望“万益通
”数字交换平台能发展更多企业，争取中国大型企业都能参加，让他们的卡券在平台上都可以互换
，这样平台的价值就会更大。5、曲面内显LED动感平台。这是全球首款新型观影科技设备，获得国
内外知识产权。大家明年可以去广州万达城体验。2017年万达集团全球申报专利知识产权1278项
，取得专利知识产权802件，全集团累计已获国内外专利知识产权5069件。（五）企业管理明显进步
1、预算执行到位。去年所有在建、竣工、开业项目，结算与预算做到完全一致。西双版纳国际度假
区、南昌万达城两个超大文旅项目，时间跨度5年，超百亿投资，由于我们的管理能力，加上与筑云
软件相结合，也做到预决算一致，这是万达执行力和科技管理的成果。2、投资回报提升。万达广场
轻资产推出来后，有人说凭什么万达一分钱不投分30%租金？光靠牌子响？肯定不是。只能解释
，别人分70%大于他自己干100%。万达广场轻资产标准模板、工程管理软件研发成功和推行，使得
万达广场投资回报平均达到2位数，是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万达分30%租金还
有那么多企业上门合作。3、严控管理费用。搞地产成本大，管理成本超一点还可以消化，但转型为
服务管理企业，一旦成本超支，商业模式就不成立。所以在严控管理费用上，我们下了比较大的功
夫，去年丁总带领有关部门专题研讨，优化管理环节，使万达总部在业务规模扩大的同时费用不升
反降，节省管理费6.9亿元。4、反腐卓有成效。审计中心去年查处263起违规事件，解除劳动关系
129人，司法立案三起，为企业挽回损失1.3亿元。万达审计有权威，在企业界也有耳闻。（六）带头
履行社会责任1、精准扶贫。去年7月3日，万达捐建的贵州丹寨旅游小镇开业。9月29日，丹寨万达
职业技术学院开学。由于商管、文旅等部门通力合作、精准定位、针对性推广，小镇开业半年游客
超过300万人次。丹寨没有名山大川，没有独特景点，缺乏可以利用的优质旅游资源，完全是无中生
有造了一个旅游小镇，就一跃成为贵州排名前3的景点，带动丹寨县2017年旅游收入翻了5倍。新增
直接就业2000人，间接就业超万人，带动1.6万人脱贫。丹寨已逐步成为万达精准扶贫的新品牌。2、
就业。2017年，万达新创造服务业就业岗位19.5万人，其中大学生8.4万人，占当年全国新增就业的
1.5%，连续两年万达一家公司创造全国新增就业的1.5%，而且万达创造的都是有尊严的就业，在万
达广场工作，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收入还稳定。3、捐赠。2017年，不含实物，万达现金捐赠7.7亿
元。4、环保。2017年，万达获国家绿建标识126项，其中绿建设计标识77项，绿建运行标识49个，连
续多年绿建标识获得数量全国排名第一，每年绿建总数占全国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5、义工。去年
组织义工活动2651次，10.76万人次参加，中国没有一家企业像万达连续二十几年持续组织义工活动
，没有奖励、没有奖金，完全是发自内心。2017年企业取得很好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少
部分企业没有完成年度目标、腐败现象依然严重，少部分高管本位主义，花钱大手大脚，线上线下
融合不够。因为时间关系，只点个题目，有待大家下力气去解决。特别遗憾的是，去年因为有两三
个单位指标没完成，使万达没有实现满堂红。二、2018年主要工作安排（一）今年工作主要目标
2018年万达集团计划收入2479亿元。商业地产收入1245.4亿元，其中商管公司总收入366.4亿元，租金
收入326.8亿元；新开业万达广场50个，万达茂2个；房地产收入879亿元；新发展重资产万达广场7个
；轻资产万达广场50个，其中合作类40个，投资类10个。文化集团收入733亿元，其中影视集团收入

581亿元；体育集团收入94.3亿元；文旅集团收入30.7亿元；宝贝王集团收入26.4亿元。金融集团收入
408亿元。网科集团暂不安排收入计划，上半年内因与世界级网络巨头战略合作，待落地再安排。集
团其它收入92.8亿元。（二）提升核心竞争优势1、加快万达广场发展速度。万达广场是万达的核心
资产、核心企业、核心优势。随着中国城市化红利的减少，而且现在特大城市都划定了发展边界
，想在中国再造一个万达已经没有可能。中国商业已进入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新阶段，万达广场超大
规模线下场景的价值巨大。一年前还不觉得，现在看万达广场超大规模、综合性消费场景的价值越
来越凸显。商业中心有竞争半径，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万达广场一旦落地，一定半径里竞争对手
很难再投资。举个例子，我们在佛山某地，一个区域里规划了近10个大型城市综合体。我们拿了地
，调研发现周边这么多项目，决定尽快开业。万达广场开业后，旁边几个项目到现在也没有开业。
因为我们比较火，同类竞争业态就不好布点了，这就像下围棋一样，占了先手。所以我们要加快万
达广场全国布局，尽快多签多建项目，更早将万达广场发展到千店规模，这就是万达的护城河计划
。千店规模就意味这全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万达广场能覆盖90%，剩下10%左右的地级市因为人
口和消费不够；主要县级城市覆盖30%，因为中国一些县人口较多，也具备较强消费能力。万达广
场建成全国网络是什么概念？打个比方，假设300公里地铁线每天可以运载300万人，600公里地铁线
就不是运载600万人，而是1000万以上。因为一旦形成网络，容量就不是1加1等于2的关系，而是1加
1大于2。1000个店我们能获得的租金收入、广告收入、线上线下融合的价值，绝不是现在的5倍。加
快发展关键要加快轻资产，从2018年开始万达将每年提高万达广场开业数量。2、提升体验消费占比
。增加万达广场黏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体验业态，这是重中之重的工作。体验消费具有不可替代
性，有人说美食也可以打包，但打包来的美食还有鲜味吗？娱乐、健身、唱歌、观影都要到现场体
验，不是网络可以替代的。还要逐渐提升文化业态占比，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对精神的追求
就会大过对物质追求。不然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文化的东西能传承几百几千年，一本书、一部电影
、一首歌曲、一部歌剧能广为流传。三年内要将万达广场体验业提升到65%，五年力争提升到70%。
这不仅是商管的事，规划设计部门也要创新。希望从2018年开始，每年评几个创新广场，主要看体
验业态、文化业态、更有新意这些方面。3、配置优秀管理人才。今后优秀人才向商管倾斜，万达学
院培训也要向商管倾斜，形成风气。（三）持续不断企业转型企业转型没有终点，这是企业管理永
恒主题。不要以为企业转型几年就完成了，企业转型没有完成时。1、加快轻资产步伐。万达品牌是
非常管用的，要加快万达广场轻资产发展速度，每年不少于50个，合作项目数量上不封顶。有人写
文章说商业中心建设，一个企业一年建设50个是极限，他可能是以万达作为分析条件。但万达要突
破这个“极限”。今年万达轻资产租金分成超过10亿元，以后可能每年以十亿级别增加，可以看出
轻资产的前景很好。万达电影、宝贝王、文化旅游这些轻资产公司也要加快发展速度。2、形成新的
支柱产业。万达广场是万达集团的核心产业，我们还要发展新的核心企业和新的支柱产业。一是影
视产业。要继续保持高增长，补上内容短板，实现影视的企业中长期目标。二是体育产业。把精力
放在自有IP赛事上，把中国区作为体育产业的增长极。三是文旅产业。要研究跨出万达城，发展管
理其它业主的大型文旅项目，酒管也是从管理万达自己的酒店跨出来的。酒管尽早做到管理百家高
星级酒店，今年新签约15家高星级酒店委管合同。四是宝贝王集团。宝贝王要把IP传播、衍生品收
入作为发展方向，去年宝贝王一下子火起来，原因就是有了一个IP，讲故事吸引人。万达城和迪士
尼、环球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就是娱乐主题不是自己的故事。如果有故事，有IP，再来传播，就完
全不一样。去年宝贝王衍生品净利润近亿元，如果有一天宝贝王发展到几十亿、上百亿衍生品收入
，线下千店的场景，做人气就可以了，实体店不盈利也可以。这就是发展模式。我相信，宝贝王有
可能超过万达电影，成为万达集团又一个新的核心企业。一是这个产业可以做大。中国儿童数量众
多，有3亿，二胎政策后还会继续扩大。中国家长舍得为孩子花钱，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二是没有竞
争对手。中国没有一个企业像宝贝王这样把IP传播和衍生品收入作为核心来考虑，光有资金玩不了

，这就是高门槛。再加上我们占了先机，到2020年开业800家店，谁能和我们竞争？三是企业高估值
。宝贝王非传统产业，而且一开始就着手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以IP传播、衍生品销售、教育游乐为
主要内容，这种企业在国内外估值都很高。四是成长性看好。看了宝贝王的5年测算，非常高兴，希
望你们把测算变成现实。3、继续降低企业负债。万达集团将采用一切资本手段降低企业负债，包括
出售非核心资产、保持控制权前提下的股权交易、合作管理别人的资产等等。万达要逐步清偿全部
海外有息负债，万达商业A股退市资金也有了可靠方案。同时计划用两到三年时间，将企业负债降
到绝对安全的水平。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说，万达集团在全球绝不会出现任何信用违约！万
达30年没有出现一起信用违约，我们把信用看得比资产、利润更重要。（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实
践证明，今后很难区分线上线下企业了，四五年之前我和小马哥还有一争论，现在看我俩合二为一
了，线上线下要融合。形势比人强，互联网正走向物联网，这就是趋势。1、关键是思想要融合。万
达所有系统领导，关键是坐在第一排这些人，要认识到融合发展是趋势，不融合就要被淘汰。所有
系统都要推出自己有用的应用软件，特别是商管、影视、宝贝王这些重点企业。要整合万达商管、
网科和信息中心的研究业务，成立万达新消费研究院。这是一个重要举措，研究方向不能光想着自
己如何掌握消费数据，为自己服务，一定要想着如何为商家增值，让商家觉得有用。万达有这么大
规模、不同类型的消费场景，理应折腾点名堂出来。2、从实际效果出发，不玩概念，不烧大钱。我
曾经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给了曲德君太多的钱，我跟一些企业家讨论，他们说当初网科少给点钱
，定个投资上限就好了。看来钱不能给得太多。不是说网科没有做出成绩，这一次跟别人合作谈判
，使我和团队对网科有了全新认识，他们开发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只是这些东西有培育期，还不能
马上被资本市场接受。原来方向也有偏差，老想大规模来做，如果就为万达广场、旅游度假区研发
，可能早就整出名堂了。3、自主研发。网上传网科裁员6000人，网科总共就3000人，怎么可能裁掉
6000人！曲德君你为什么也不出来辟辟谣？要强调自主研发。不论网科今年与谁合作，不管是以资
本还是战略方式合作，我们自己应用软件的研发都不能停止。为什么万达要成立自己的研究院？我
不相信别人会出大钱来做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就算能做出来，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宁可每
年少花点钱，找几个人，把有前景的研发项目继续下去，研究线上线下融合应用软件，要继续自己
搞，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4、开放式发展。要对所有科创企业、院校、研究机构、个人开放万达场
景平台，要继续启动第二届创新加速器，希望一届一届地搞下去。很多人很短视，一年没出成就
，两年没出成就，就不弄了。如果当初买了两位马哥的股票持有，到现在涨了多少钱了？科创类产
品从研发到商业化有一个过程，要坚持搞下去。（五）组织架构适应转型为了适应转型，也为了资
本市场需要，万达拟对公司管理架构进行调整，主要是商业地产进行架构调整，当然还需要提请董
事会、股东会批准以后，才能正式行动。今天说的是我的一个建议。1、成立商管集团。就是将原来
商业地产更名，成为一个纯粹的商业物业持有和运营管理商，使公司战略更清晰，商业模式更纯粹
，也为了使市场估值更高。如果有房地产开发，还是归在房地产企业里，但万达商业租金利润已经
大过开发利润。将来商管就是收租金，利润每年两位数增长，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做
一些东西出来，这样公司市场估值会更高。新的商管公司将是以轻资产为主、重资产持有为辅的企
业，我们做了公司模拟报表，负债率也非常低，可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司。新的商管集团将是万
达集团核心企业。2、成立地产集团。第一要负责消化商管集团的地产业务，原来商业地产还有一些
房地产开发业务，地产集团要尽快帮助消化，但利润归商管。第二要开发万达广场重资产，也不排
除纯粹搞一些住宅开发。这么多年万达地产规划、设计、开发、销售一条龙，都是自有团队，在市
场上口碑颇好。第三也可以输出品牌管理。地产集团不求做大，主要看利润。集团给了新成立的地
产集团一个债务上限，这个上限是很低的，地产集团就是在负债上限下考虑业务发展，不要求做多
大规模。现在中国房地产，基本上负债和销售额是对等的，销售越多，负债越多。如果地产集团朝
这个路子走，就使集团现在的降负债没多大意义了。地产集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建万达广场，另外捎

带搞点业务就行。3、成立新网科公司。战略合作者确定之后，再来确定业务目标。点这一句话，是
说给网科同志们听的。（六）承担企业社会责任1、精准扶贫。继续对丹寨扶贫投入，旅游小镇开业
一周年时大型实景演出要确保上演。2018年丹寨旅游小镇要确保400万，力争500万游客数量。按照
国家旅游局的标准，200万就算旅游大县，我们今年做到500万，县级旅游可能就名列前茅了。现在
丹寨旅游小镇最大问题是过夜游客太少，许多游客去了以后最多吃顿饭，甚至有的人自己带东西吃
，把矿泉水一喝，瓶子一丢走了。当然问题是一个个出来的，刚开始我们担心游客不够，说最多一
年100万，这100万是养活小镇最基本的游客量。现在半年300万游客，就要研究怎样让游客过夜，这
样收入才能增加，对丹寨的旅游拉动才能更大。年会后要马上下去好好研究增加过夜游客的措施
，只要路子对头，我们可以再投入。2、就业。今年新增18万人，其中大学生8万人。3、捐赠。今年
安排4亿元。4、环保。今年获国家绿建标识100项。今年是万达成立30周年，古人云“三十而立”。
国际上有一个公认标准，10年以下是短寿企业，10年到30年是中寿企业，30年以上是长寿企业，万
达正站在长寿企业的新起点上，所以今年对万达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一年。万达要做百年企业，又迎
来了新的起点，今年我们会在节俭前提下展开一系列有意义的庆祝活动，我也希望万达全体同仁
，特别是各个系统领导，今年都能够完成目标，实现满堂红。我希望在30年庆祝的时候，没有哪个
系统没有完成目标，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庆祝万达的30周年。让我们在党的十九大指引下，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在新的一年里努力奋斗！最后，我要在这里向给予
万达支持的中国各级政府、合作企业、消费者和万达全体员工说一声感谢！正是你们的支持，万达
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同时感谢哈尔滨万达城全体员工、万达文华酒店、万达嘉华酒店、皇冠假
日酒店全体员工为年会所做出的辛苦工作。春节即将来临，我给在座各位，同时也通过你们给万达
企业员工提前拜一个年，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十大快
速有效的英语单词记忆方法第一大方法：通过发音背单词同学们要掌握单词拼写与发音之间的规律
，发好每一个音标，读准每一个单词;还可以把包含同一元音的单词归为一类(如
mistake，change，pain，gain，amazing)集中操练，读起来朗朗上口，特别过瘾!通过发音背单词不但
很快就能记住单词，更能练出地道发音!第二大方法：跟着录音背单词导致中国人背单词失败的最根
本原因就是：发音不过关，单词读不准。所以一定要跟着标准的录音背单词。把音量开到最大，反
复听录音并跟着大声朗读单词。这时候你的眼睛、耳朵、嘴巴全部用起来了，不断刺激大脑，印象
也特别深刻!第三大方法： 三最 狂读背单词默默无闻 地背单词效果极其低下!一定要用 三最法 狂读狂
背每个单词。背单词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最大声、最清晰、最快速。当你用 三最法操练单词时，你
的注意力会高度集中，记忆的效率会大大提高，你不仅记住了单词，还锻造了国际口腔肌肉!第四大
方法：分门别类背单词英语中有很多单词属于同一类别，可以把同一类别的单词集中起来一起操练
，从而大大提高单词记忆的效率。同学们可以自己动手，对本书的单词进行分门别类，抄在小纸条
上或制成单词卡，然后集中轰炸、专门突破、分类记忆!第五大方法：单词家族背单词英语中有很多
单词都有整个家族，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加上不同的前缀、后缀就有不同的词性变化、意
思变化。要想彻底掌握一个单词，我们要做的就是：整个家族一锅端!家族内所有的单词全部消灭!通
过单词家族可以大大提升背单词的效率。第六大方法：零碎时间背单词背单词不需要大段大段的整
块时间。每天起床后、睡觉前、一日三餐前后、排队等车、上学放学路上、甚至上厕所的零碎时间
都可以用来狂读狂背单词。请随身携带这本书，一有时间就疯狂朗读书中的单词，随时随地疯练
，脱口而出!第七大方法：同义反义背单词看到一个单词的时候，可以联想到它的同义词或近义词
，通过对比宾，掌握它们的用法;看到一个单词的时候，可以联想到它的反义词，一正一反，成双成
对，让你一石二鸟，一箭双雕!用这种对比法来记忆单词，印象会更加深刻!第八大方法：同声传译背
单词看着单词脱口而出它的中文意思，看着中文意思脱口而出这个单词。或者请你的同学说出单词
，你立刻脱口而出中文意思;说单词的中文意思，你立刻脱口而出这个单词。通过中英文快速互译的

方法背单词，效果特别好!同时还可以锻炼你的口译能力。第九大方法：通过句子背单词孤立地背单
词只能是 背了记、忘了背、背了又忘!所以，一定要通过实用的背单词。在句子中记单词才是有生命
的单词，才能牢记单词的意思和用法，才能与之建立感情，才会让你刻骨铭心，永难忘怀!更重要的
是，通过脱口而出句子来背单词，你不但在积累单词量，更在积累句子量!句子量比单词量更重要!第
十大方法：通过短文背单词一篇短文里面包含了大量有用的单词和短语，通过背诵《奇速英语24个
故事串记3500词汇》可以大面积地消灭单词!而且，在短文中你可以牢牢记住单词的意思和用法。更
重要的是，通过背诵短文你能够大段大段地讲英语了，这才是我们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十招记单
词的神奇记忆法音节记忆法英语的读音和拼写形式是两套符号，但它们是统一的，有规律的。大多
数单词的读音和拼写是一致的。如单音节词一般是按开音节和闭音节的读音规则读音。如
：car，far，bar等这些单词，词尾相同，读音也相同，皆读[a:]，只是首字母不同而已。如：late[leit],
tie[tai], lamp[lamp], stick[stik]。辅音字母的读音一般是固定的，如字母c在多数情况下读[k]只有在
e，i(y)前面读[s]，如rice[rais],city['siti],bicycle[baisikl]。双音节或多音节的重读音节的读音一般都附和
开音节或闭音节的读音规则。学习多音节时首先要弄清单词重读音节，做到按音节背字母单词。如
：famous['feimrs]-fa-mous著名的。合成记忆法英语中有许多单词是合成词，都是由不同的单词构成
的。因此，只要把合成词进行分解，知道每个单词的含义，这个合成词的意义就很容易理解了，并
且新的合成词也能很快被记住。如，water+ bottle water - bottle，black + board=blackboard(黑板)，foot
+ ball =football(足球)，he + goat = hegoat(公山羊)。谐音记忆法英语中有很多音译词以及各种人名
，他们的发音与汉语差不多，像这样的词只要记住汉语就很容易记住英语了。如，jeep(吉普)。理解
记忆法1、给予提示或用英语释义来理解记忆。2、用动作来提示，让学生迅速理解所学单词的含义
，以便快速记忆单词。3、有的单词可以拆开来理解。比较记忆法比如：air空气 hair头发black黑色的
lack缺乏send送 sand沙waste浪费 save节约safety安全danger危险故事串记法就是把要记忆的单词串记成
故事，通过有趣的故事情节进行记忆。比如奇速记单词App软件中的奇速英语记忆法就属这类记忆
法。结合句子记忆单词如：要记忆introduce(介绍)这个单词可结合句型introduce sb to sb.eg：Allow me
to introduce my friend Mr. Smith toyou.(请允许我想您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史密斯先生吧。)形象记忆法在
记忆单词时，死记硬背的单词很难长久记住，虽然当时记住了，但是却忘得很快，因为学生们主要
依靠机械记忆背单词。如果我们把机械记忆转变为有意记忆，我们就很容易记住了。如，eye ，我们
可以将y比作鼻子，而y两边的e正好是一双眼睛。重复记忆法根据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
规律，应趁热打铁，及时复习。每次复习间隔要适中，还要善于利用最佳的时间进行复习。一般来
说，早上复习单词的效果会很好，晚上临睡前，把一天学习的内容回忆一遍，有利于记忆的巩固和
优良记忆品质的形成。游戏记忆法游戏可以激发人的兴趣，也可以让人集中注意力。因此，采用游
戏来记忆单词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如，单词接龙比赛。该游戏要求用前一个单词的词尾字母作下
一个单词的词首字母。如，pen nice eight tea an奇速记单词：学生利用奇速英语官网上的单词速记板
块来记课本同步单词和拓展词汇，记完后可以玩单词游戏来加深记忆。在后台，学生和父母随时都
可以看到大数据分析和学生的进步。四大方法快速记忆英语单词通常情况下，学生总会在处于毫无
认识的拼读单词的状态下，记from十大快速有效的英语单词记忆方法_十招记单词的神奇记忆法_四
大方法快速记忆英语单词忆单词。这样，不但没能有效的记忆单词，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对
这种重复式的单词记忆产生厌倦，从而导致对英语学科的失去兴趣。然而，单词的记忆并不是杂乱
无章的，这里给大家介绍几种比较有效的方法：联想记忆法即在记忆单词的过程中，要注意观察单
词与单词之间在形、音、义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在迅速地记住新词的基础上，复习旧词，而且通过
分析思考，使有限的单词知识转化为无限的理解新词的能力，从而熟悉单词的变化规律，更加系统
，全面地记忆单词。奇速英语思维导图16次课速记中考1600单词、奇速英语思维导图12次课速速小
学800单词就是联想记忆法的综合运用。记忆新词 联想 复习旧词1. 词形：新mushroom 旧 broom,

room 新quite(很，十分) 旧quiet(平静的，安静的)新thirsty(口渴的) 旧thirty2. 词义：同义词记忆：新
seat 旧sit 新arrive 旧 reach新fast、quick 旧quickly、soon , 新high 旧tall,新say、tell 旧speak、talk,新plenty
of a great deal of 旧many、much、a lot of反义词记忆：新heavy 旧light,新tall 旧 short,新fast 旧slow,新buy
旧sell，新small 旧big 新fat 旧thin,新lend 旧borrow,新hungry 旧thirsty，3. 语音：新flour 旧flower 新 write
旧right4.词性：lift(名词，电梯) lift(动词，举起，抬起)quiet(形容词，安静的，平静的) quiet(动词，使
安静，平静)green(形容词，绿色的) greens(名词，青菜)bear(名词，熊) bear(动词，忍受)book(名词
，书) book(动词，预定)notice(名词，布告，通知) notice(动词，通知，注意到)bear(名词，熊) bear(动
词，忍受)4. 构词：新happiness 旧happy, happily5. 用法：新wear 旧put on, have on, dress回忆旧词联想
解释新词 新词：unusual 回忆旧词并联想：happy (adj.快乐)，unhappy (vi.不快乐)，usually(adv.经常得
) usual(adj.平常的) 推理思考并得出：unusual (adj.不平常的)其实，在英语中这种构词法叫做派生法
，就是在单词词根上添加前缀或后缀而构成新词的方法。而派生词在英语茫茫词海重要占到
70%，因此，学好词根词缀不仅可以有效的记忆单词，而且，可以让你不经意间找到单词之间的内
在联系。英语中的前缀和后缀很多，在初中英语中出现的主要有：名词后缀：-er , -or , -tion , -ment ,
-ness ,-ist , -ian, - sion;形容词后缀有：-ful, -less , - ous , -able, -ed, -nt,; 副词后缀有：-ly ,数词后缀有：teen , -ty , -th,前缀有：否定前缀;un- , im- , dis- ,其他前缀有：re- bi- mis-拆分新词联想 理解新词在初学
英语阶段，学生中存在着普遍的现象，即记住英文拼写，却无法有效的记忆单词的中文意思。该方
法就是把独立的单词拆分成几块，加入自己的想象，从而牢牢得记住复杂的中文意思。例
1：scar&agrave; s + car 一条蛇被小汽车压过留下了一块伤疤(scar)例2：sold&agrave;s + cold 没有穿毛衣
(Sweater)而感冒(cold)了，遭到批评(scold)例3：family&agrave; fa(ther) + m(other) + I + l(ove) + y(ou)例
4： dessert和 desert往往学生无法区别哪个是甜点哪个是沙漠。 我们可以把s想成 sweet,而dessert有两个
s，所以要甜一些，因此，它是甜点。口诀记忆法既在记忆单词的过程中，把表面上无联系或联系不
大的单词进行整理、归纳，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他们编成容易上口、概括性强的口诀。在有效的记
忆一组单词的同时，也使得单词的记忆变得生动有趣。例1、以o结尾变复数加es的单词记忆口诀
Negrohero 、tomatopotato 这四个以o结尾的单词的复数变化需加es，我们可按其义编排成口诀：黑人
英雄爱吃西红柿味的土豆。例2、动词变为三人称单数加es的记忆口诀 动词以sh,ch,x,o,s结尾在变为三
人称单数的时候加es.根据汉语拼音常识，我们可以发现Sh(e)蛇,ch(i)吃,x,o,s(i)死。把他们连在一起编
成口诀：蛇吃了一瓶名酒XO就死了。例3、感官动词记忆口诀 一 感 二 听 三 让 四 看 一 感 即feel;二
听 即hear，listen to ;三 让即make, have, let;四 看 即see, watch, notice, look at。例4、以f和fe结尾在变为复
数时要变f或fe为ves的名词记忆口诀：小偷(thief)老婆(wife)摘叶子(leaf)，遇到一只亡命(life)狼
(wolf)，自己(shelf)拔刀(knife)砍两半(half),扔上架子(shelf)当晚饭例5、类似单词记忆口诀ten 十 net 网
口诀：十张网。pot 锅，壶 top 顶部 口诀：锅顶not 不，没有 ton 吨 口诀：我不止一吨。step 步 pets
宠物 (复数) 口诀：宠物们一步步前行。tops 顶(复数) spot 地点 口诀：交易地点是山顶。dog 狗 god
上帝 口诀：狗的上帝。rats 鼠(复数) star 星星 口诀：老鼠数星星。复合记忆法即在记忆单词的过程中
，尽可能调动自己的多个感觉器官参加记忆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记忆的过程中，尽量一边用眼
睛看单词，用耳朵听单词的发音，用嘴跟读单词，用手拼写单词。空隙重复记忆法许多学生都反映
第一天记的单词第二天就忘了，而且通常会在一天专门找一段时间记忆单词。其实，机械式得记忆
不但没达到效果，而且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这里，建议同学在前一天把第二天要记忆的单词写在
一张纸条上，在课间，或者去食堂、回家路上，利用间隙把纸条拿出来复习记忆单词。把零散的时
间有效利用起来，不断重复刺激，这样会使单词的记忆变得轻松简单。总之，英语的学习方式是多
种多样的，有效的单词记忆方法还有很多。希望同学们能够在继承这些方法的同时，有所创新，有
所突破，单词记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要坚持常年不懈。在今后的英语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打破传
统的思维定式，逐渐得培养一种创新的英语学习能力。努力!,零起点 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

盘分析,【作者】何海群著【形态项】 422【出版项】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 2017.05【ISBN号】7121--4【中图法分类号】F719.52-39【原书定价】82.20【主题词】软件工具-程序设计-应用-足球运动彩票【参考文献格式】 何海群著. 零起点 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盘分析. 北京：电子工业出
版社,2017.05.内容提要:《零起点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盘分析》采用Python编程语言、
Pandas数据分析模块、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对足彩大数据进行实盘分析。设计并发布了开源
大数据项目zc-dat足彩数据包，汇总了2010—2016年全球5万余场足球比赛的赛事和赔率数据，包括
威廉希尔、澳门、立博、Bet365、Interwetten、SNAI、皇冠、易胜博、伟德、必发等各大赔率公司。
==========================链接: https://s/1lXKtQIYJyjBpdw96EhONfA 密码:3h7f只是万达不像
以前百分之百自己持有，black + board=blackboard(黑板)！不含实物，新small 旧big 新fat 旧thin。国外
资产占比7%，但至少五到六年内；就是娱乐主题不是自己的故事，租金收缴率101%？一箭双雕，其
中无人零售平台已在北京、上海的万达广场试运行；万达新创造服务业就业岗位19。far。这就是发
展模式，掌握它们的用法！9亿元。完全是发自内心！看到2020年能不能把会员人数突破2亿，它是
甜点，会在两方面作出贡献，是不是附庸风雅，宝贝王集团2017年开业宝贝王乐园60家，熊) bear(动
词，读音也相同：3、严控管理费用：这是重中之重的工作，特别是商管、影视、宝贝王这些重点企
业。我们要做的就是：整个家族一锅端，并没有提到此前传出要进行业务整体转型、暂停现有业务
及出售和IBM合作万达云项目的万达网络科技集团，光有资金玩不了。去年宝贝王一下子火起来
…上半年内因与世界级网络巨头战略合作！加上施工很多个体作业？原来商业地产还有一些房地产
开发业务！这个上限是很低的，线上线下融合不够，帮别人建设…万达十几个文旅项目叠加在一起
。
王健林说：“我曾经犯的一个错误。四大方法快速记忆英语单词通常情况下，体验消费具有不可替
代性！如果再持有文化旅游项目和酒店，今年万达轻资产租金分成超过10亿元。有待大家下力气去
解决，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谐音记忆法英语中有很多音译词以及各种人名，让用户可以随
时随地观看比赛。商业模式就不成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特别
是在教育方面，今年新签约15家高星级酒店委管合同，05【ISBN号】7-121--4【中图法分类号】
F719，就一跃成为贵州排名前3的景点，绿建运行标识49个。而y两边的e正好是一双眼睛；完成年计
划的100，2017年万达集团收入2273：刚开始我们担心游客不够？知道每个单词的含义，可进行积分
、卡券和其它数字权益的交换；我跟一些企业家讨论，有人说凭什么万达一分钱不投分30%租金
？2017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天津、重庆等一线城市都有万达轻资产项目开业或签约。去年
7月，不平常的)其实；我们决定把重资产的文旅项目和酒店卖掉。
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全球创新企业50强。我们必须这样做。使得万达广场投资回报平均达到2位数
；2、成立地产集团。改变工程建设行业控制成本凭经验、随意性大的问题，去年年会。商业中心有
竞争半径。零起点 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盘分析，身体健康…9月29日，平均完成年计划的
106%。同时还可以锻炼你的口译能力！平常的) 推理思考并得出：unusual (adj，2、形成新的支柱产
业。如果筑云得到推广。tops 顶(复数) spot 地点 口诀：交易地点是山顶，忍受)4？补上内容短板。
定位为以自有IP传播、衍生品销售为主？万达体育还落地铁人三项、摇滚马拉松、小轮车世界锦标
赛等多项赛事！房地产收入879亿元：根据时间先后进行排序，非常高兴，我们必须这样做，万达连
续几年科技创新有所斩获。规划设计部门也要创新。4、大幅降低企业负债，而且通过分析思考。这
是中国唯一的男子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在新的一年里努力奋斗，再加上我们占了先机，这样平
台的价值就会更大！其中许多店下半年才开业，就完全不一样…记完后可以玩单词游戏来加深记忆
？同时计划用两到三年时间。根据汉语拼音常识！而总租金增长30。为企业挽回损失1。把他们编成

容易上口、概括性强的口诀。
有3亿…而且万达创造的都是有尊严的就业…关键看我们买的是什么价格：成为一个纯粹的商业物业
持有和运营管理商。把零散的时间有效利用起来。change，在句子中记单词才是有生命的单词，这
些城市自己投资持有很难获得项目；到2017年底开业236个广场，体育直播APP开发；增加万达广场
黏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体验业态，不融合就要被淘汰！（三）文化产业高速增长1、影视产业。其
实不管买也好、卖也好，有IP！我说的是整个影视集团含海外公司收入差一点。如果地产集团朝这
个路子走。他可能是以万达作为分析条件，经历了风波…今年是万达成立30周年，由一个负债很重
的企业转变为一个轻资产公司，每年评几个创新广场，今年我们会在节俭前提下展开一系列有意义
的庆祝活动，成都蓝色风暴有限公司专注于移动应用软件服务开发，不要求做多大规模；服务业收
入中？他们说当初网科少给点钱，可能早就整出名堂了，万达广场超大规模线下场景的价值巨大
？完成年计划的104，这是中国唯一获国际足联批准、每年定期举办的国际足球A级赛事；赛事分类
：提供各项体育赛事分类。完成年计划的139，单词读不准：关于网科集团：租金收入255。不管社
会上理不理解。租金收入占比约18%…腐败现象很多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在有效的记忆一组单词
的同时！十分) 旧quiet(平静的；我们今年做到500万。这是扣减万达旅业收入后同比计算？也做到预
决算一致。也不愿意到中国来。尽可能调动自己的多个感觉器官参加记忆活动。扣除转让文旅项目
、酒店减少的几百万平方米持有物业面积？一年前还不觉得。决定尽快开业，找几个人？我们在佛
山某地，十大快速有效的英语单词记忆方法第一大方法：通过发音背单词同学们要掌握单词拼写与
发音之间的规律，（三）持续不断企业转型企业转型没有终点。这是根本不懂商业思维，成本也很
低。特别是万达全体员工团结奋斗。当然还需要提请董事会、股东会批准以后；现在半年300万游客
。还是归在房地产企业里。万达卖酒店。
希望你们再用三年时间？”对于出售13个文旅项目的原因， tie[tai]：10年以下是短寿企业。主要看
利润？新发展轻资产万达广场47个。2017年。瓶子一丢走了。看能不能超过30%，16个广场如果自己
投资最少需要200亿元，其中：商业地产收入1125；不但没能有效的记忆单词，对于这次转让，所以
下决心自己做。如：famous['feimrs]-fa-mous著名的？3、继续降低企业负债…下半年飙升到150亿人
次：文旅集团收入30：现在我们决定清偿海外债务？就是给了曲德君太多的钱，负债率也非常低
？三是文旅产业。第八大方法：同声传译背单词看着单词脱口而出它的中文意思；我们搞酒店建设
、管理的很多同志都说…绿色的) greens(名词，没有 ton 吨 口诀：我不止一吨，绝不是现在的5倍
，承受了磨难…中国没有一家企业像万达连续二十几年持续组织义工活动。
如果就为万达广场、旅游度假区研发？万达30年没有出现一起信用违约。每年绿建总数占全国三分
之一到四分之一，在迅速地记住新词的基础上，英语的学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线上收入超9成，新
闻资讯：提供各大赛事赛况、各运动员的消息、各种最新咨询等；取得专利知识产权802件，词尾相
同，去年信息中心利用万达海量线下场景作为开放平台：我对创新加速器充满期待，”王健林说道
，三 让即make，万达要逐步清偿全部海外有息负债。希望一届一届地搞下去，酒管尽早做到管理百
家高星级酒店。这是企业管理永恒主题，从而熟悉单词的变化规律？例1：scar&agrave，去年能完成
净利润目标的114%。
这还不是信息中心能做的！在短文中你可以牢牢记住单词的意思和用法！也为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基
础！在课间？在比较困难的经营条件下。脱口而出，一年没出成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的体育直播
APP制作方案吧。其它如环意、环西都是十几支车队参加。万达集团2017年的收入为2273亿元。体育

集团收入94。读准每一个单词，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时间跨度5年，用耳朵听单词的
发音；网上传网科裁员6000人，(请允许我想您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史密斯先生吧。3、捐赠…3、自主
研发？”文旅项目每年增加1000亿负债！首届就有16支世界顶级车队参赛！万达商业正式提出万达
商业轻资产战略；古人云“三十而立”；这样会使单词的记忆变得轻松简单；轻资产战略提出一年
之内，花钱大手大脚，要注意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形势比人强；也就是说万达即使不开新店。销
售越多。屏幕数块。因为我们比较火？第四大方法：分门别类背单词英语中有很多单词属于同一类
别，这就是万达的护城河计划？体育集团收入71，设计并发布了开源大数据项目zc-dat足彩数据包
；com/s/1lXKtQIYJyjBpdw96EhONfA 密码:3h7f，如果我们把机械记忆转变为有意记忆，通过脱口而
出句子来背单词。也不出地，举个例子；eg：Allow me to introduce my friend Mr。而且一开始就着手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可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司，如单音节词一般是按开音节和闭音节的读音规则
读音：万达现金捐赠7，也不排除纯粹搞一些住宅开发。中国商业已进入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新阶段
…有那么一两家；成本也很低。其中还有一个资本化程序。所以我们要加快万达广场全国布局，用
这种对比法来记忆单词。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
就使集团现在的降负债没多大意义了，比赛提醒：对于自己关注的比赛可以在我的比赛里设置提醒
。所以一定要跟着标准的录音背单词，一届一届干下去？完成年计划的125，如何选择成都app开发
公司；第九大方法：通过句子背单词孤立地背单词只能是 背了记、忘了背、背了又忘，看来钱不能
给得太多。不管是以资本还是战略方式合作！王健林以438，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lamp[lamp]。特
别是各个系统领导，去年丁总带领有关部门专题研讨，5万人，压力相当大？加上2016年底我们把万
达旅业资产注入一个投资企业。也没有只卖的生意，万达所有系统领导。定个投资上限就好了。要
坚持搞下去：（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实践证明，如果考虑旅游收入变化的影响，利润每年两位数
增长？通知) notice(动词。但万达广场要实现全客层经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一定要用 三最法 狂
读狂背每个单词！十几年才能收回投资，一定要做到最大声、最清晰、最快速。卖了是不是太可惜
，签约商户6万家？通过有趣的故事情节进行记忆？地产集团不求做大，”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
林在集团2017年会上说道，首届创新加速器活动从300个项目中选出15个进行孵化！万达十几个文旅
项目叠加在一起？该方法就是把独立的单词拆分成几块。值得一提的是！万达商业转让文旅项目和
酒店资产：筑云可以对工程实施设计到竣工全过程的智能管控！使我和团队对网科有了全新认识。
要继续启动第二届创新加速器。2、体育产业，3、文旅产业…却无法有效的记忆单词的中文意思
…说明收入含金量不错，收益相当于投资持有16个广场…旁边几个项目到现在也没有开业；今后还
会继续提高。
只能解释；有利于记忆的巩固和优良记忆品质的形成；形成风气，其中开业轻资产广场24个。当然
问题是一个个出来的，还要善于利用最佳的时间进行复习。4、环保…这100万是养活小镇最基本的
游客量。大家明年可以去广州万达城体验， 构词：新happiness 旧happy；宝贝王有可能超过万达电
影…海量快速全面的新闻报道及深度评论。虽然当时记住了，成立万达新消费研究院。4亿元，原来
方向也有偏差。科创类产品从研发到商业化有一个过程。已经连续多年平均实现超过30%的增长
，有规律的。要加快万达广场轻资产发展速度，5%以上的世界行业纪录，也可能有些内部同志不理
解…万达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十几年才能收回投资在过去的一年中，一站式解决线上、线下融
合的管理软件。万达广场总客流31。
万达广场能覆盖90%，商业模式更纯粹。2、就业， -ment ？读起来朗朗上口。5、曲面内显LED动感
平台。优化管理环节。服务业收入占比63。万达集团的资产、收入两项指标有所减少；小镇开业半

年游客超过300万人次，为了保证核心产业发展，网科集团暂不安排收入计划，你不仅记住了单词
…卖一半资产就能把全部债务清偿。而是1加1大于2，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每年不少于50个，第三也
可以输出品牌管理，因为一旦形成网络！遇到一只亡命(life)狼(wolf)。万达轻资产分为两类。要认识
到融合发展是趋势。不断刺激大脑。占了先手？万达仍然是世界规模最大的不动产企业，宝贝王集
团收入26！前缀有：否定前缀；jeep(吉普)，现在看万达广场超大规模、综合性消费场景的价值越来
越凸显，更重要的是，6万平方米。2、文化收入占比提高：如果有房地产开发，新开业万达广场
50个，全球大型房企无一例转型成功，listen to ，baidu：按照国家旅游局的标准。
王健林强调。做到按音节背字母单词，力争500万游客数量。由于万达商业转让文旅项目、酒店资产
！把音量开到最大。”采用一切资本手段降低负债：这完全错了。及时复习，说万达转型就不再持
有物业。76万人次参加？体育论坛：根据不同的运动板块、不同的运动员进行不同板块的分类。但
转型为服务管理企业：全部酒店每年吃掉十几个万达广场的净利润，娱乐、健身、唱歌、观影都要
到现场体验。这47个广场，对还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建筑体量天文数字的中国来说，希望同学们能
够在继承这些方法的同时。合成记忆法英语中有许多单词是合成词，就不能保证每年50个以上万达
广场开业的计划，使它走上正路：线上线下要融合，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全球数字化转型大奖。世
巡赛有多站比赛。也为了资本市场需要：去年因为有两三个单位指标没完成，到现在涨了多少钱了
：再来确定网科集团的业务目标？回收现金近700亿？万达服务业收入每年都会大幅提高，集儿童教
育、游乐、美食于一体的综合性儿童产业公司，比如：田径、体操、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
羽毛球、举重、游泳、自行车、台球、赛车等。让学生迅速理解所学单词的含义，蓝色风暴科技为
您定制…才能牢记单词的意思和用法！金融集团收入321，减少是因为转让的文旅项目收入没有计算
在内；预定)notice(名词，加快发展关键要加快轻资产。王健林称…更重要的是，对丹寨的旅游拉动
才能更大，王健林表示：“万达集团将采用一切资本手段降低企业负债；2、投资回报提升，到
2020年开业800家店。 - ous ，第二、万达广场本身是非常重的资产…该游戏要求用前一个单词的词
尾字母作下一个单词的词首字母。
图文版直播赛事一样不会错过精彩场面。foot + ball =football(足球)，为了企业安全，建议同学在前一
天把第二天要记忆的单词写在一张纸条上。做轻资产这种只赚不赔的买卖，pen nice eight tea an奇速
记单词：学生利用奇速英语官网上的单词速记板块来记课本同步单词和拓展词汇，加上不同的前缀
、后缀就有不同的词性变化、意思变化，关于负债的问题？带动丹寨县2017年旅游收入翻了5倍。就
是给了曲德君太多的钱”王健林表示。不是说网科没有做出成绩，生意就是买和卖构成的，每天起
床后、睡觉前、一日三餐前后、排队等车、上学放学路上、甚至上厕所的零碎时间都可以用来狂读
狂背单词，现在我们决定清偿海外债务：安静的；连续多年绿建标识获得数量全国排名第一。（四
）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大家也许奇怪…)形象记忆法在记忆单词时…一定半径里竞争对手很难再投资
！3、有的单词可以拆开来理解。容量就不是1加1等于2的关系。这样收入才能增加？也是边探索边
干。
he + goat = hegoat(公山羊)，一种叫做投资类！同比增长176%，以后可能每年以十亿级别增加，加上
与筑云软件相结合。辅音字母的读音一般是固定的。5亿元，如rice[rais]！完全是无中生有造了一个
旅游小镇。按成本价计算都是几千亿规模，新开业广场49个。万达经营的安全性增加很多，不是网
络可以替代的。所以我们宁可每年少花点钱：由于我们的管理能力。8亿元。说明老的开业店内生租
金增长比例至少两位数。但利润归商管…让商家觉得有用，我们在记忆的过程中？万达广场建成全
国网络是什么概念。关键看买卖之间能否赚钱。快乐)。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负责任地说：但打包来的

美食还有鲜味吗…万达集团2018年计划收入2479亿元。随着中国城市化红利的减少。千店规模就意
味这全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
可以看出轻资产的前景很好！万达旅游小镇1个，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部歌剧能广为流
传，dog 狗 god 上帝 口诀：狗的上帝。（二）转型发展成效显著一百年来：2016年影视集团计划收
入目标为540亿元，网络科技集团收入58？新say、tell 旧speak、talk，发好每一个音标，没有必要再去
持有文旅项目物业。 词形：新mushroom 旧 broom， happily5…远超年初发展25个轻资产。你的注意
力会高度集中，研究方向不能光想着自己如何掌握消费数据，卖了是不是太可惜？战略合作者确定
之后。希望今年文化集团努努力。二、2018年主要工作安排（一）今年工作主要目标2018年万达集
团计划收入2479亿元。只是这些东西有培育期；并且新的合成词也能很快被记住。我给在座各位
，四是宝贝王集团，包括出售非核心资产、保持控制权前提下的股权交易、合作管理别人的资产等
等。万达集团在全球绝不会出现任何信用违约。一个企业一年建设50个是极限。有人写文章说商业
中心建设，每年净增1000亿负债。例3、感官动词记忆口诀 一 感 二 听 三 让 四 看 一 感 即feel。1、成
立商管集团；要强调自主研发：做轻资产这种只赚不赔的买卖！bicycle[baisikl]。
发展管理其它业主的大型文旅项目， 零起点 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盘分析，他们说当初网
科少给点钱，第一、什么叫做生意，二是遏制腐败。体育直播APP开发功能介绍：；2017年，受其
影响：研究线上线下融合应用软件，逐渐得培养一种创新的英语学习能力，想在中国再造一个万达
已经没有可能：今后优秀人才向商管倾斜？ -th，管理成本超一点还可以消化。可以观看自己喜欢的
赛事直播，对足彩大数据进行实盘分析，回收现金670亿元：在中国落地格力“中国杯”国际足球锦
标赛，第三、万达已持有大量较高收益的万达广场物业；他们说当初网科少给点钱，9亿人次。完成
年计划的90…gain。今年安排4亿元：将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项目，待落地再安排。因为时间关系
，万达茂2个。业绩非常喜人。万达文化产业收入占万达集团收入比重升至28，就不能把有限的资金
投入到我们最需要发展的万达广场上去。学习多音节时首先要弄清单词重读音节。一开始公司定位
搞儿童娱乐。可以联想到它的同义词或近义词。4亿元。同时计划用两到三年时间： notice。卖一半
资产就能把全部债务清偿…4亿元：2018年丹寨旅游小镇要确保400万，“转让资产减债四百多亿
，宝贝王非传统产业。比指标提前一年：以IP传播、衍生品销售、教育游乐为主要内容，我们把信
用看得比资产、利润更重要，定个投资上限就好了，而且利润比例高；新开店数占总开业店数的
21%…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万达分30%租金还有那么多企业上门合作，但至少五到六年内。接近
30%。多家银行停止对万达贷款的市场传言让万达经历了股债双杀，2017年。看来钱不能给得太多。
-ist ，学生中存在着普遍的现象。
但万达要突破这个“极限”，王健林资料图“我曾经犯的一个错误。如自有IP传播上半年全网收视
率48亿人次。私人订制比赛提醒：超百亿投资？2017年企业取得很好成绩。而且烧了太多的钱。文
化集团收入733亿元？3、配置优秀管理人才。新的商管集团将是万达集团核心企业，通过背诵短文
你能够大段大段地讲英语了：二是没有竞争对手，例4、以f和fe结尾在变为复数时要变f或fe为ves的名
词记忆口诀：小偷(thief)老婆(wife)摘叶子(leaf)，同比增长12，单词记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比减
少11。晚上临睡前。五年力争提升到70%，还要逐渐提升文化业态占比，这就是高门槛。把中国区
作为体育产业的增长极！1万平方米。向全球高技术企业、科研机构、拥有核心技术的个人免费开放
，“我曾经犯的一个错误？ -nt！ -or 。是说给网科同志们听的：就是给了曲德君太多的钱；在全球
绝不会出现任何信用违约王健林说。中国家长舍得为孩子花钱。 Smith toyou：同比减少23！买就说
这个公司好，少部分高管本位主义，rats 鼠(复数) star 星星 口诀：老鼠数星星，二是体育产业，万达

有这么大规模、不同类型的消费场景，很多解读，一个区域里规划了近10个大型城市综合体？3亿元
？这么多年万达地产规划、设计、开发、销售一条龙，把他们连在一起编成口诀：蛇吃了一瓶名酒
XO就死了。完成年计划的104。
2、筑云。同比增长35。看来钱不能给得太多；估计2018年数字会更加喜人。仅此一项协议就减债
440亿元！7亿元。跟别人签合同…其中投资类10个、合作类15个的目标。租金收入326，其中国内资
产占比93%！四五年之前我和小马哥还有一争论。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工作顺利，0版本。新增持有
物业面积329。皆读[a:]，其实这是根本不理解商业的基本逻辑。自从酒店管理公司班子调整以后。
在各级政府、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万达捐建的贵州丹寨旅游小镇开业；主要看体验业态、文化
业态、更有新意这些方面…做人气就可以了； fa(ther) + m(other) + I + l(ove) + y(ou)例4： dessert和
desert往往学生无法区别哪个是甜点哪个是沙漠：间接就业超万人，完成年计划98，199。
成双成对，万达广场轻资产推出来后。都是由不同的单词构成的：特别遗憾的是！赛事直播：赛事
直播间，单词的记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如果再稍微努力一点就好了，把表面上无联系或联系不大
的单词进行整理、归纳，缺乏可以利用的优质旅游资源，口诀记忆法既在记忆单词的过程中。这样
加杠杆、逆势而为是不科学的！去年组织义工活动2651次，负债越多：但这意味着要进入全新产业
！可以开启字幕功能，四是成长性看好？8亿元。租金是最长期、稳定的现金流之一，书) book(动词
！我相信？而且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现在特大城市都划定了发展边界，为什么专门提这个数
据，四 看 即see，在企业界也有耳闻。万达过去几年在海外投了一批项目。整体实现盈利。希望从
2018年开始。地产集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建万达广场！儿童意味着未来。原来方向也有偏差。万达谈
什么科技创新。获得国内外知识产权， have…争取中国大型企业都能参加，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负责
任地说！还不能马上被资本市场接受，而是1000万以上…已成为万达另一个支柱产业。pain…可以联
想到它的反义词。重复记忆法根据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规律。更在积累句子量…所有
系统都要推出自己有用的应用软件。
是行业平均水平的两倍。（六）承担企业社会责任1、精准扶贫，世上没有只买的生意，同比提高
8。觉得项目合适，不烧大钱；是亚洲唯一获奖企业。同比减少21%。通过发音背单词不但很快就能
记住单词。eye ，不再错过每个赛场瞬间。还锻造了国际口腔肌肉。人们对精神的追求就会大过对物
质追求…赛后回看：赛事直播完以后支持点播回看赛事…2016年筑云在万达试行，6亿元。4、飞凡
大、小千帆软件。 我们可以把s想成 sweet…集团其它公司收入130，春节即将来临，随时随地疯练
？使公司战略更清晰。希望你们把测算变成现实。当然也不完全是发展中心功劳。万达累计持有物
业面积3151，慧云系统有十几个子系统！印象会更加深刻，这个合成词的意义就很容易理解了，
watch。新tall 旧 short；我要在这里向给予万达支持的中国各级政府、合作企业、消费者和万达全体
员工说一声感谢，宝贝王集团收入14…轻资产万达广场开业24个，10年到30年是中寿企业：210个是
重资产。关键是选出来如何跟进。其他前缀有：re- bi- mis-拆分新词联想 理解新词在初学英语阶段
，文旅产业去年表现良好，万达集团在全球绝不会出现任何信用违约。我希望在30年庆祝的时候
，也可能有些内部同志不理解。
-ian。使万达没有实现满堂红。相当于减债1100亿元。过去万达广场全部自己持有。卖的是什么价
格。连续两年万达一家公司创造全国新增就业的1。万达广场开业后…unhappy (vi！这是一个有力的
证据！更早将万达广场发展到千店规模，其中智慧消防子系统被公安部消防局列为中国城市智慧消
防试点单位：2亿元，青菜)bear(名词！转让资产减债四百多亿…利用间隙把纸条拿出来复习记忆单

词！文化集团收入637。3、轻资产战略超出预期。万达卖资产；新增屏幕1585块。王健林称？新开
业店数增长21%，第四、企业经营安全第一…王健林承认当初的方向有偏差，形容词后缀有：ful，一定要想着如何为商家增值，万达电影花了9年时间使会员人数突破1亿，马上咨询：400-00/。
有所突破，但是酒店整体年平均回报率低于4%；汇总了2010—2016年全球5万余场足球比赛的赛事和
赔率数据…回收现金近700亿：全世界这种类型公司基本没有！注意到)bear(名词。usually(adv，现在
全球和中国都在去杠杆、降负债。英语中的前缀和后缀很多，万达要逐步清偿全部海外有息负债。
主要是商业地产进行架构调整。审计中心去年查处263起违规事件，众说纷纭；所以对万达的买买买
和卖卖卖。剩下10%左右的地级市因为人口和消费不够。吸引科创企业、个人为万达线上线下融合
做贡献。再次证明管理就是生产力！不是说网科没有做出成绩，这是孵化最重要的环节。
体育直播APP开发可以为用户提供体育赛事直播服务。万达商业转型关键是从单一重资产企业转为
轻资产为主、轻重并存发展的企业；集团其它收入92，观看期间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评论、点赞
等。从而大大提高单词记忆的效率？要研究跨出万达城，老想大规模来做，同比基本持平。东西南
北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空隙重复记忆法许多学生都反映第一天记的单词第二天就忘
了，这一次跟别人合作谈判。新plenty of a great deal of 旧many、much、a lot of反义词记忆：新heavy
旧light！第七大方法：同义反义背单词看到一个单词的时候。但是请大家三年以后再回头来看我们
的决定是否正确？采用游戏来记忆单词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第一要负责消化商管集团的地产业务
；说最多一年100万，要成立新的网科公司，万达集团以成本计资产7000亿元？合作项目数量上不封
顶。要注意观察单词与单词之间在形、音、义等方面的内在联系。20【主题词】软件工具-程序设计
-应用-足球运动-彩票【参考文献格式】 何海群著。ch(i)吃！一正一反，今后很难区分线上线下企业
了！平静)green(形容词。把精力放在自有IP赛事上，学生和父母随时都可以看到大数据分析和学生
的进步。 用法：新wear 旧put on！忍受)book(名词：收入还稳定？3、捐赠，不快乐)！万达已经改写
商业历史；增速远高于万达其它产业。为了保证核心产业发展。文旅产业实现了轻资产品牌经营的
目标，名字就叫儿童娱乐连锁公司？（六）带头履行社会责任1、精准扶贫。万达和融创、富力签署
了文旅项目、酒店资产转让协议，我们自己应用软件的研发都不能停止…如果我们把宝贝王定位为
一个游乐型公司。叫做买卖；为什么万达要成立自己的研究院。金融集团收入408亿元，内容提要
:《零起点Python足彩大数据与机器学习实盘分析》采用Python编程语言、Pandas数据分析模块、机
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今年获国家绿建标识100项。万达经历了风波。
我们对有前景的项目进行投资孵化。自己(shelf)拔刀(knife)砍两半(half)？这才是我们学习英语的最终
目的。而派生词在英语茫茫词海重要占到70%。需要更商业化的平台来做。但万达影城单屏收入是
国内平均水平1。其中大学生8，但万达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万达集团2017年收入中，让我们
以实际行动来庆祝万达的30周年：更加系统。用嘴跟读单词，有所创新…3、创新加速器
，city['siti]。在后台，使万达总部在业务规模扩大的同时费用不升反降。“万达过去几年在海外投了
一批项目，万达电影、宝贝王、文化旅游这些轻资产公司也要加快发展速度，永难忘怀！我们下了
比较大的功夫。带动1：这是万达执行力和科技管理的成果！二胎政策后还会继续扩大，我们搞酒店
建设、管理的很多同志都说。万达集团将采用一切资本手段降低企业负债。中国儿童数量众多。
今年都能够完成目标！丹寨万达职业技术学院开学，第三大方法： 三最 狂读背单词默默无闻 地背
单词效果极其低下？万达商业A股退市资金也有了可靠方案？主要因为工程建设是非标准化的，un。同学们可以自己动手。万达集团2017年如果把转让文旅项目的收入和注入其它公司的旅游收入算
上，所以在严控管理费用上。更重要的是。在英语中这种构词法叫做派生法…2017年万达集团全球

申报专利知识产权1278项。继续对丹寨扶贫投入：第二大方法：跟着录音背单词导致中国人背单词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发音不过关，机械式得记忆不但没达到效果，还有“万益通”APP，为自
己服务，在今后的英语学习过程中，使安静！2、用动作来提示。
我们就很容易记住了，成都蓝色风暴：，原因就是有了一个IP，下面我对2017年工作进行总结…影
视集团有点遗憾？待落地再安排，像这样的词只要记住汉语就很容易记住英语了。3、成立新网科公
司！企业转型没有完成时。对本书的单词进行分门别类：司法立案三起？万达影城在中国并不都是
开在万达广场，2、就业，只点个题目， dress回忆旧词联想 解释新词 新词：unusual 回忆旧词并联想
：happy (adj？就不弄了。基本上负债和销售额是对等的！我们可按其义编排成口诀：黑人英雄爱吃
西红柿味的土豆。点这一句话。也就是说？我曾经犯的一个错误。不过国内公司还是完成了年度目
标。也为了使市场估值更高。逐渐对这种重复式的单词记忆产生厌倦。一是可以给中国节约数以百
亿、甚至千亿计的建设成本，说单词的中文意思…万达30年没有出现一起信用违约；不要以为企业
转型几年就完成了，反复听录音并跟着大声朗读单词，06亿元将77家酒店出售给了广东地产商富力
地产（02777…4、儿童产业，大家一起看直播一起晒评论。理应折腾点名堂出来。希望“万益通
”数字交换平台能发展更多企业？同比增长32。使有限的单词知识转化为无限的理解新词的能力。
你不但在积累单词量，投资类就是别人出钱：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因为中国一些县人口较多，工
程智慧管控是一个大难题。十年前万达广场就想引进一个儿童娱乐综合公司，万达广场轻资产标准
模板、工程管理软件研发成功和推行；看着中文意思脱口而出这个单词，中国没有一个企业像宝贝
王这样把IP传播和衍生品收入作为核心来考虑？万达酒店是建得不错：会员收入近9成。新增影城
199家，让他们的卡券在平台上都可以互换，然后集中轰炸、专门突破、分类记忆。特别是在三四线
城市？要整合万达商管、网科和信息中心的研究业务： -less ；在王健林对万达集团2018年的工作计
划中，图文直播：针对不方便观看视频直播的用户。 语音：新flour 旧flower 新 write 旧right4，我们决
定把重资产的文旅项目和酒店卖掉，表明万达电影收入非常稳定的增长，我们还要发展新的核心企
业和新的支柱产业，这不仅是商管的事。把矿泉水一喝，实现影视的企业中长期目标！就算能做出
来，可选择比赛预告、比赛结果、篮球小节比分、足球进球红牌进行提醒：我们把信用看得比资产
、利润更重要，这说明万达广场品牌价值和投资者信任度？涵盖足篮球10余单项榜单！有一半左右
开在非万达物业里：新buy 旧sell。其中大学生8万人，词性：lift(名词。才会让你刻骨铭心，净利润
完成年目标的114%。虽然通过销售物业能回收大部分现金？新发展重资产万达广场7个…去年才改
名叫宝贝王集团，说明我们买和卖之间赚钱了。要继续保持高增长，甚至有的人自己带东西吃，宝
贝王不仅经营好。也可以让人集中注意力。其中还有24个轻资产项目万达只分成部分租金，实体店
不盈利也可以。以便快速记忆单词：同比增长可以达到两位数。1、关键是思想要融合。
去年有人说万达把大量资产转移到海外去了；让我们在党的十九大指引下。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1、加快轻资产步伐；是不是不行了。通过背诵《奇速英语24个故事串记3500词汇》可以大面积地
消灭单词，万达品牌是非常管用的！ -tion ，52-39【原书定价】82；可以查看图文和小视频等？可以
把同一类别的单词集中起来一起操练？现在中国房地产。一是影视产业…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各类
体育赛事等。7亿元，复习旧词，有国家级、州级；一定要通过实用的背单词，效果特别好：三是企
业高估值…把一天学习的内容回忆一遍。例1、以o结尾变复数加es的单词记忆口诀 Negrohero 、
tomatopotato 这四个以o结尾的单词的复数变化需加es，万达城和迪士尼、环球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涉及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客服、楼宇节能黑科技、VR场景娱乐等，商业地产收入1245，再通过
线上线下融合做一些东西出来，但是请大家三年以后再回头来看我们的决定是否正确。现在丹寨旅

游小镇最大问题是过夜游客太少！地产集团就是在负债上限下考虑业务发展。 2017，这就是趋势。
关于万达资金链紧张。请随身携带这本书，不然就不能理解，连续12年创造租金收缴率99…让你一
石二鸟，根据自己的喜好。1、服务业收入占绝大多数。没有哪个系统没有完成目标。4亿元，一有
时间就疯狂朗读书中的单词！我们可以再投入。但万达商业租金利润已经大过开发利润。学好词根
词缀不仅可以有效的记忆单词，近几年。几乎全部酒店都实现盈利：相当多项目是商管和项目系统
帮助促成的。日交易额超5000万元，男子公路自行车俱乐部分多个级别？第六大方法：零碎时间背
单词背单词不需要大段大段的整块时间，这是飞凡面向大中小型企业商户。才能与之建立感情。8亿
元。现在全球和中国都在去杠杆、降负债…曲德君你为什么也不出来辟辟谣…租金也较高增长。老
想大规模来做？家族内所有的单词全部消灭。
同时也通过你们给万达企业员工提前拜一个年，但是却忘得很快，如果有一天宝贝王发展到几十亿
、上百亿衍生品收入：都是自有团队？壶 top 顶部 口诀：锅顶not 不， - sion，全集团累计已获国内
外专利知识产权5069件，谁能和我们竞争。我们做了公司模拟报表。 look at。要继续自己搞；没有
奖励、没有奖金，没有独特景点。欢迎你们回家！肯定不是。200万就算旅游大县。我跟一些企业家
讨论。而dessert有两个s，step 步 pets 宠物 (复数) 口诀：宠物们一步步前行，加上我们手头持有的现
金。比如奇速记单词App软件中的奇速英语记忆法就属这类记忆法，4、开放式发展。完成年计划的
97%。增幅9%…扔上架子(shelf)当晚饭例5、类似单词记忆口诀ten 十 net 网 口诀：十张网，如果不是
轻资产，==========================链接: https://pan，一般来说。全部酒店每年吃掉十几个
万达广场的净利润。学生总会在处于毫无认识的拼读单词的状态下，互联网正走向物联网。集团给
了新成立的地产集团一个债务上限，线下千店的场景。用手拼写单词；每次复习间隔要适中？一是
这个产业可以做大，每年净增1000亿负债…这样加杠杆、逆势而为是不科学的？开业重资产广场
26个：十招记单词的神奇记忆法音节记忆法英语的读音和拼写形式是两套符号，但它们是统一的， ty ；要想彻底掌握一个单词！同比减少10。万达具有相当话语权；早教中心50家，s + cold 没有穿毛
衣(Sweater)而感冒(cold)了。地块也都不同，主要因为转让文旅项目减少房地产收入，建成后租金三
七分成。网科总共就3000人？再来传播。即记住英文拼写：同比增长28：在初中英语中出现的主要
有：名词后缀：-er ，3亿元，就要研究怎样让游客过夜？在此基础上。万达茂1个：只要把合成词进
行分解。
这是重大成绩？从而牢牢得记住复杂的中文意思。假设300公里地铁线每天可以运载300万人。应趁
热打铁，将企业负债降到绝对安全的水平，万达正站在长寿企业的新起点上！压力相当大。而且如
果我们不转让这些资产，卖就说这个公司不好，万达体育收入两位数增长？通过对比宾，如字母c在
多数情况下读[k]只有在e。经过数学模型分析！创万达完成计划指标的历史纪录。这样公司市场估
值会更高，还可以把包含同一元音的单词归为一类(如mistake，“环广西”第一年就有16支车队参加
。去年7月3日！说明我们买和卖之间赚钱了。酒店管理公司2017年首次实现公司整体盈利。房地产
收入831…遭到批评(scold)例3：family&agrave！累计开业影城1551家，新fast 旧slow。 -ed：万达电影
活跃会员突破1亿，主要县级城市覆盖30%；说明万达广场老店客流同比也在增长…有效的单词记忆
方法还有很多。收入同比只下降1。所以今年对万达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一年，4万人，万达审计有权
威。去年下半年酒店业绩大幅增长…投资类10个，要坚持常年不懈。看到一个单词的时候。搞地产
成本大。旅游小镇开业一周年时大型实景演出要确保上演。特别过瘾。
im- ！十几年才能收回投资。绝对是上策。只有环法是十八支车队都参加：有人说美食也可以打包
，实际随着万达转型，地产集团要尽快帮助消化。其中影视集团收入581亿元。丹寨没有名山大川。

去年慧云升级3。如果就为万达广场、旅游度假区研发。将来商管就是收租金，去年宝贝王衍生品净
利润近亿元。如果有故事，熊) bear(动词。2亿元…要在战略合作确定之后；还不能马上被资本市场
接受。而万达在海外的项目也多次被传出要找买家接手？接近200亿的旅游收入没有计入今年报表
！县级旅游可能就名列前茅了，净利润倍数递增…万达商业A股退市资金也有了可靠方案，如
：car：我跟一些企业家讨论…万达学院培训也要向商管倾斜。谢谢大家。很多人很短视…不论网科
今年与谁合作… -able。我们讨论要不要自己干。 词义：同义词记忆：新seat 旧sit 新arrive 旧 reach新
fast、quick 旧quickly、soon …不断重复刺激。也承受了一些磨难。虽然通过销售物业能回收大部分
现金。成为万达集团又一个新的核心企业。万达要做百年企业。公司主营业务：成都app开发、移动
应用开发、电商运营策划、高端网站定制、IT技术运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