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上海市普通高校“特殊类型”招生可填报志愿考生所获录取优惠条件公示

序号 高考报名号 姓名 院校名称 类型 优惠类型条件
1 19310104005531 安明嘉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0分
2 19310104005537 李朴恒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3 19310104005538 邵凯诚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4 19310104005544 朱辰宇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5 19310104005551 庄敏学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90分
6 19310104005589 戎昉杰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7 19310104005746 祁林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8 19310110002685 张正涛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0分
9 19310110002956 徐晏辰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10 19310112002948 周彦青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0分
11 19310115006636 钱喻晓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0分
12 19310115006875 刘升葳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0分
13 19310115006908 荣雪滢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90分
14 19310115006933 胡康德龙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15 19310115006946 王巳祺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16 19310115006963 杨文韬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17 19310115006964 杨奕凯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18 19310115006970 周全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19 19310115006972 施宙蚺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20 19310115006978 梁思威 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21 19310104005531 安明嘉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22 19310104005547 方欣玥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23 19310104005570 张知来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24 19310104005571 陈佳明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25 19310104005591 孙全威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26 19310104005594 徐嘉澄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27 19310104005679 范晓乐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28 19310104005703 程如婕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29 19310107002731 陆文汐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30 19310110002628 王旭洁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31 19310110002824 湛潇逸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32 19310110002841 朱婧怡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33 19310110002906 朱成轩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34 19310110002920 张亦弛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35 19310115006636 钱喻晓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36 19310115006697 张若欣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37 19310115006854 赵樟贻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38 19310115006875 刘升葳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39 19310115006889 钟傅天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40 19310115006904 陆冰婕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41 19310115006966 肖舒凡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42 19310115006979 韩非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43 19310115016392 楼涵月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44 19310115016407 陆睿杰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45 19310115016419 金贝格 北京大学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50分
46 19310104005540 王欣琪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90分
47 19310104005546 诸怿恺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48 19310104005559 苗辰飞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90分
49 19310104005564 王凯文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50 19310104005588 陆全枫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51 19310104005592 王文昊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52 19310104005593 王子轩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90分
53 19310115006957 吕瑞源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54 19310115006967 张艺舟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55 19310115006980 詹凯昕 清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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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9310104005519 龚闻文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60分
57 19310104005567 郝悦宁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60分
58 19310104005593 王子轩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60分
59 19310104005601 陈拓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80分
60 19310110002374 肖震宇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60分
61 19310110002400 张唯唯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60分
62 19310110002833 沈立诚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60分
63 19310110002853 武亦姝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
64 19310110002860 李相霖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60分
65 19310110002872 阎鸣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
66 19310110002875 朱涵琪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60分
67 19310112002923 曹隽诚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60分
68 19310115006872 于骁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80分
69 19310115006885 张瑞泽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80分
70 19310115006928 周亦哲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60分
71 19310115006938 窦景蔚 清华大学 领军人才选拔 自招线上80分
72 19310113002782 周致君 北京理工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73 19310104005378 孔繁泽 北京化工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74 19310109005086 张书与 北京中医药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5分
75 19310110001623 徐心远 中国传媒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76 19310101203259 李立文 南开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40分
77 19310112003050 阮之泰 天津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78 19310112004360 钱圣韬 天津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79 19310115016388 夏鸿康 大连理工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80 19310112003185 吴舟哲 哈尔滨工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5分
81 19310104005543 赵天钧 复旦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50分
82 19310104005577 张拓维 复旦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83 19310110002373 吴凡 复旦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84 19310112002964 吴凯临 复旦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85 19310115006911 卫昱成 复旦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50分
86 19310115006963 杨文韬 复旦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50分
87 19310115006973 姜绍飞 复旦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50分
88 19310101205020 周文静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89 19310101205023 陈俊宇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90 19310107002021 郑泽安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91 19310107002638 陆欣盈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92 19310107002659 张悦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93 19310107002677 童柔嘉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94 19310107003512 金哲思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95 19310107003533 李响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96 19310107003535 胡圣旸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97 19310110003375 吴正平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98 19310112003522 陆言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99 19310112003578 裘自立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100 19310113002305 李泽奇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101 19310114001843 孙重一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102 19310120000728 胡玥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103 19310120000739 张一惟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104 19310120000839 孙涵之 同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105 19310104005533 陈致远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06 19310104005540 王欣琪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07 19310104005545 朱玮昊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
108 19310104005559 苗辰飞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09 19310104005563 时若曦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10 19310104005614 冯思源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11 19310110002437 郭禹恒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12 19310110002910 张镜如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13 19310110002912 褚浩云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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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9310110002942 葛运昊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15 19310112003523 陈安瑞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16 19310115006783 王湛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17 19310115006917 李辰元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18 19310115006921 汪奥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19 19310115006959 刘芝鸣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20 19310115006963 杨文韬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21 19310115006973 姜绍飞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22 19310115016410 李欣杨 上海交通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23 19310104008704 孙于茗 华东理工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124 19310112003039 何洋 华东理工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125 19310117002112 胡涛 华东理工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126 19310104008709 陆胤佶 东华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27 19310104005680 顾敏怡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28 19310104008802 李云帆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29 19310105001236 沈学博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30 19310107002839 张宥泽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31 19310110002958 于远卓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32 19310112003002 韩翰飞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33 19310114001847 易张毅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34 19310114002272 杜依頔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35 19310115006914 叶铧远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36 19310115006916 刘浩东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37 19310115006919 杨逸飞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38 19310115006977 曹智浩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39 19310117000446 张擎天 华东师范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0分
140 19310101201122 盛智和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41 19310101203139 孙雨沁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42 19310101203202 杨梦婕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43 19310101205024 杜经纬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44 19310101206003 吴士赟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45 19310101206016 曹施雨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46 19310101206075 章芷若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47 19310101206082 刘泽浩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48 19310101207151 黄乐宜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49 19310101207158 汪沁雨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50 19310101207164 张婧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51 19310101207199 张斐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52 19310101207223 沈依琳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53 19310104004492 罗予旌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54 19310104006186 钮浩翰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55 19310105000608 宋可源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56 19310105000651 唐佳妮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57 19310105000679 杭滢晨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58 19310105000759 印晓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59 19310106000043 荣恬馨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60 19310106000095 王之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61 19310106000150 刘祎颖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62 19310106000152 杨忆澄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63 19310106000177 吴可菲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64 19310106001141 严嘉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65 19310106001171 宋泓乐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66 19310106001218 田羽吉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67 19310106001240 王伊诺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68 19310106001251 甘英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69 19310106001255 王荧翔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70 19310106003148 余佳轩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71 19310106003162 王嘉卿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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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19310106003219 倪佳立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73 19310107002042 陈若兰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74 19310107002222 金昀清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75 19310107002266 曲弘毅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76 19310107002314 陈思思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77 19310107003292 王诗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78 19310109001009 陆徐梦同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79 19310109001181 陆扬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80 19310110001315 王雪滢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81 19310110001367 李凌云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82 19310110001380 唐诗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83 19310110001762 蓝轶非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84 19310110001812 王容安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85 19310110003124 沈俊良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86 19310110003158 姚瑶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87 19310112007202 鲍旻杰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88 19310113002240 杨黎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89 19310113002242 武筠尧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90 19310113002261 沈瑞淳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91 19310113002306 陈贇飞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92 19310113002344 黄歆瑜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93 19310113002346 郭依亭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94 19310113002760 周世琦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95 19310113002860 夏馨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96 19310113002861 吴洁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97 19310113002897 孟鹭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98 19310115005601 金天舒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199 19310115005669 许墨乔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200 19310115007166 唐时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201 19310115007366 严佳滢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202 19310115007417 吴顾琳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203 19310115007468 王雨其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204 19310115007771 朱李晴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205 19310115007998 李龙清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206 19310115008122 任徐慧 上海外国语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207 19310104005467 王俊飞 上海财经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208 19310104005662 陈昱圻 上海财经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209 19310107002835 余仁彬 上海财经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210 19310115005809 许灏辰 上海财经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211 19310115007135 彭琅烨 上海财经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212 19310104005516 李治平 南京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40分
213 19310104008704 孙于茗 苏州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10分
214 19310106000227 倪胤枫 厦门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34分
215 19310113002705 杨仕初 华中科技大学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216 19310101201031 庞可 北京大学医学部 博雅人才培养计划 自招线上60分
217 19310104005529 陈恒强 复旦大学医学院 自主招生 自招线
218 19310104005561 戎奕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自主招生 自招线上20分
219 19310101201190 杨胡灏 清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50分
220 19310115005471 程舒萸 北京交通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10分
221 19310115007332 夏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40分
222 19310101203036 刘小凤 同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20分
223 19310110002793 贡欣遇 同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20分
224 19310115006322 杨凌 同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20分
225 19310115007332 夏叶 同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20分
226 19310115007401 邓允 同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20分
227 19310120000687 林蓓蓝 同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20分
228 19310110002660 潘辰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50分
229 19310110002719 陆宇嘉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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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19310115007332 夏叶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50分
231 19310105001151 陆含月 东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10分
232 19310107002103 袁一鸣 东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
233 19310115006387 高芃 东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10分
234 19310120000687 林蓓蓝 华东师范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
235 19310101207221 吕佳璐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20分
236 19310115007748 郭炜昊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20分
237 19310115008122 任徐慧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20分
238 19310120000879 刘航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20分
239 19310114002372 朱健辰 南京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
240 19310101201190 杨胡灏 浙江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50分
241 19310105001028 田雨芊 浙江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自招线上50分
242 19310101209090 朱颖 北京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43 19310113002737 张誉文 北京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44 19310114001996 袁可欣 北京科技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45 19310115006199 周琛洋 中国政法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46 19310101201149 李靖越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47 19310101203158 玄序垚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48 19310101209090 朱颖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49 19310107002813 陆佳妮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50 19310115006276 龚诗喻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51 19310101203158 玄序垚 同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52 19310101209129 孙嘉骏 同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53 19310101205173 叶智祺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54 19310104006152 张兢业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55 19310104006270 王加桐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56 19310106005041 陈吉节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57 19310109005191 刘诗琦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58 19310109011018 徐望晗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59 19310118001080 陆虞璇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60 19310118002795 尹永元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61 19310101205176 赵佳澄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62 19310104006283 陈彤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63 19310104007867 韩星蕊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64 19310104010818 谈佳欣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65 19310112003190 陈梓安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66 19310112003362 陆佳晨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67 19310120000591 张昊源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68 19310112004107 田坤 上海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69 19310101203129 李沛燊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70 19310104010508 王梦奇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71 19310106006058 胡芮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72 19310113007005 李翰钦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73 19310115013517 程豪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74 19310118002795 尹永元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75 19310107005011 韩冰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76 19310110001336 孟繁云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77 19310110006154 赵冰茜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78 19310113007247 王文玥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79 19310113007249 滕佳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80 19310115008652 吴依吟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81 19310104010510 何其玮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82 19310109011011 唐佳琪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83 19310110004814 苏轩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84 19310113007219 朱瑛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85 19310113007258 黄芷珺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86 19310113007262 张汤赟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87 19310113007270 王楠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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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19310115015593 金黄佳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89 19310101403107 陆昕怡 上海中医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90 19310104007626 朱浩澜 上海中医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91 19310104004959 胡奕阳 华东师范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92 19310109010203 汤洁文 华东师范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93 19310109011042 辛思婕 华东师范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94 19310109011060 张妍婷 华东师范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95 19310114001996 袁可欣 华东师范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96 19310115007835 孟凡垲 华东师范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97 19310101201175 郁丹 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98 19310107002573 罗婧玥 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99 19310109010122 王颖祺 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00 19310115006251 汪燊佳 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01 19310115017313 方仕杰 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02 19310101209051 赵健男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03 19310106005144 龚宇辰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04 19310106006058 胡芮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05 19310106008032 胡潇逸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06 19310107005816 陈奕琳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07 19310110004183 潘昶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08 19310110004199 郑延庭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09 19310113007661 陈一鹏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10 19310115016606 胡豫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11 19310101203098 黄晨翱 华东政法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12 19310101203129 李沛燊 华东政法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13 19310116001623 陆美玲 华东政法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14 19310104009101 陈海旭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15 19310104010503 叶嘉懿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16 19310106003042 孙嘉盛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17 19310107004113 冯渭清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18 19310109011061 鲁嘉宸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19 19310113002402 陈思杰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20 19310101203014 徐晶玲 南京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21 19310113002737 张誉文 东南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22 19310113007219 朱瑛 南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23 19310115017505 吴尔夫 南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24 19310104006104 孟力培 浙江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25 19310105002299 孙沛億 合肥工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26 19310115017313 方仕杰 厦门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27 19310107004625 王昕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28 19310101201082 胡潇文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29 19310101201221 张泽昊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30 19310101209002 胡嘉润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31 19310101209028 李嘉韵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32 19310107004625 王昕远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33 19310115006169 杜晶晶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34 19310106000017 孙天然 四川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35 19310105002656 郭董盈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36 19310115005776 刘美淇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37 19310115005781 姚颖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38 19310106015015 竺磊俊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39 19310106021064 杨舜天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40 19310109011043 朱华培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41 19310110004814 苏轩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42 19310112004793 袁闵慧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43 19310115017505 吴尔夫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44 19310110004814 苏轩 合肥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70%
345 19310109103006 王艺璇 宁波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6

  
  
  
  
  
 上

海
市
教
育
考
试
院
 

 
 
 
 
  
  
上
海
市
教
育
考
试
院
 

 
 
 
 
上
海
市
教
育
考
试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