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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1_BB_E8_AF_8D_E6_c11_288995.htm 251 Bank Of China 中

国银行 中国 银行252 UAL 联合航空 美国 航空公司253 Sysco 西

斯科 美国 零售254 Petronas 马来西亚石油 马来西亚 炼油255

Electronic Data Systems 电子数据系统 美国 数据服务256 Cisco

Systems 思科系统 美国 电子电气257 Lowes 劳氏 美国 零售258

Swiss Reinsurance 瑞士再保险 瑞士 保险259 Xerox 施乐 美国 办

公设备260 Bridgestone 普利斯通 日本 轮胎橡胶261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英美烟草 英国 烟草262 Foncière Euris 的 法

国 零售263 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s 联合百货 美国 零售264

Standard Life Assurance 标准人寿保险 英国 保险265 SNCF 国家

铁路 法国 铁路运输266 Raytheon 雷神 美国 航空航天267

Idemitsu Kosan 出光兴产石油 日本 炼油268 FedEx 联邦快递 美

国 邮递包裹269 Kingfisher 翠丰集团 英国 零售270 Mazda Motor 

马自达汽车 日本 汽车271 Denso 电装 日本 汽车零件272 Sharp 

夏普 日本 电子电气273 Pharmacia 法玛西亚 美国 制药274

AstraZeneca 阿斯特拉捷利康 英国 制药275 Japan Energy 日本能

源 日本 炼油276 Sinochem 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 中国 多样

化277 EADS 的 法国 航空航天278 Norsk Hydro 挪威水电 挪威 

化学279 Tokio Marine amp. General 的 英国 保险289 Roche

Group 罗氏制药 瑞士 制药290 Northwestern Mutual Life Ins. 西

北相互人寿保险 美国 保险291 IBP 艾奥瓦牛肉罐头 美国 食

品292 Yasuda Mutual Life Insurance 安田生命 日本 保险293

Delhaize Le Lion 的 比利时 零售294 Minnesota Mining amp.



Pension 瑞士人寿与养老金 瑞士 保险335 Centrica 的 英国 电力

煤气336 China Mobile 中国移动通信 中国 电信337 George

Weston 乔治威斯顿 加拿大 零售338 BHP 布鲁肯希尔 澳大利亚

采矿原油339 BCE 贝尔加拿大电子 加拿大 电信340

Groupama-Gan 安盟-甘集团 法国 保险341 Anglo American 的 

英国 采矿342 DG Bank Group 的 德国 银行343 La Poste 法国邮

政 法国 邮递344 Seagram 施格兰 加拿大 饮料345 UniCredito

Italiano 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 意大利 银行346 Nationwide

Insurance Enterprise 的 美国 保险347 Coca-Cola Enterprises 可口

可乐企业 美国 饮料348 Hartford Financial Services 哈德福德金

融服务 美国 保险349 Valero Energy 的 美国 炼油350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澳大利亚国家银行 澳大利亚 银行351 BAE

Systems 的 英国 航空航天352 Man Group 曼 德国 汽车353

Michelin 米其林 法国 轮胎橡胶354 Publix Super Markets 的 美国

零售355 Occidental Petroleum 西方石油 美国 化学356 Usinor 法

国北方钢铁联合公司 法国 金属357 May Department Stores 五月

百货 美国 零售358 Suzuki Motor 铃木汽车 日本 汽车359

Fleming 佛莱明 美国 零售360 Goodyear Tire amp. Steel 埔项制铁

韩国 金属423 Yasuda Fire amp. Wireless 大东电报局 英国 电

信432 Household International 的 美国 金融433 Lagardère

Groupe 拉加代尔集团 法国 出版印刷434 Marks amp. Pacific Tea 

的 美国 零售489 Computer Sciences 计算机科学 美国 软件数据

服务490 Humana 胡马纳 美国 医疗健康491 Magna International 

的 加拿大 电子电气492 Kinki Nippon Railway 的 日本 铁路运

输493 Norddeutsche Landesb. 的 德国 银行494 Jardine Matheson 

怡和 中国香港 多样化495 General Dynamics 通用动力 美国 航



空航天496 Gaz de France 法国煤气 法国 能源497 Mitsubishi

Materials 三菱材料 日本 金属498 Whirlpool 惠尔普 美国 家用电

器499 Snow Brand Milk Products 雪印乳业 日本 食品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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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