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高考报名号 姓名 院校名称 类型 优惠类型条件

1 20310110002998 李治平 复旦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50分

2 20310104009069 朱奕涵 同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20分

3 20310105000855 刘瑒 同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20分

4 20310105000879 胡雨凝 同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20分

5 20310106002104 陈曦菲 同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20分

6 20310104005402 黄昳頔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50分

7 20310110002867 徐玎玥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50分

8 20310110003026 周星烁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50分

9 20310119000123 牟兰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50分

10 20310101203008 唐嘉玲 东华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10分

11 20310101201215 吴乐融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30分

12 20310106002104 陈曦菲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30分

13 20310115011866 王梦琦 上海财经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30分

14 20310101201215 吴乐融 南京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50分

15 20310104005388 秦予唯 南京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50分

16 20310104005388 秦予唯 东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30分

17 20310104005425 黄源峰 东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30分

18 20310104005427 李子涵 东南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30分

19 20310101201215 吴乐融 浙江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50分

20 20310115006213 江书越 武汉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40分

21 20310104005247 叶兆腾 电子科技大学 高水平艺术团 特控线上20分

22 20310113003407 段蕾 北京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3 20310118001951 沈星宇 北京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4 20310106003283 张世鼎 北京外国语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5 20310101999003 邓一磊 中国政法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6 20310107002496 王嘉怡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7 20310109001047 张怡琳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28 20310109003140 张启元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29 20310112005846 刘瑞晟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0 20310113007441 施凯君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1 20310115010997 周子逍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2 20310115011117 徐至荣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3 20310118001951 沈星宇 复旦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4 20310104008305 杜永慧 同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5 20310106003283 张世鼎 同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6 20310110003973 蔡欣然 同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7 20310113007414 王可心 同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38 20310115007201 许东尧 同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39 20310115015422 叶东嘉 同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40 20310104005207 吴泽昊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41 20310104006383 杨智淇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42 20310104006535 王何玥 上海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43 20310104006294 马梦柯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44 20310104006353 许多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45 20310104009803 王艺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46 20310105000405 叶朵朵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47 20310109003140 张启元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48 20310112004841 李昆澎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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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考报名号 姓名 院校名称 类型 优惠类型条件

49 20310112008615 杨颍达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50 20310115006552 丁佳怡 华东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51 20310101203195 王立奇 上海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52 20310101203160 马文皓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53 20310101203196 熊一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54 20310101209112 叶昊哲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55 20310110003973 蔡欣然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56 20310113007441 施凯君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57 20310115014318 龚玺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58 20310115014389 葛彧江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59 20310118003732 杨冰彦 上海海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60 20310104008305 杜永慧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61 20310104009815 李佳颖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62 20310110006047 黄依芸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63 20310113007406 火星宇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64 20310115010997 周子逍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65 20310117002034 徐渤涵 东华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66 20310104008813 朱毅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67 20310109011009 宋晨炜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68 20310110000436 仲恒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69 20310113007434 张嘉旭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70 20310113007435 张林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71 20310115015824 周与时 上海电力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72 20310109103001 付洁 上海海洋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73 20310101201144 朱芳润 上海中医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74 20310104004894 赵驰然 上海中医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75 20310104009803 王艺 上海中医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76 20310106007408 胡星晨 上海中医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77 20310109001142 张怡瑾 上海中医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78 20310112007380 高祯玥 上海中医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79 20310104005205 孟江南 华东师范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80 20310104008103 柳睿婷 华东师范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81 20310110006051 薛佳瑜 华东师范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82 20310101209192 罗尧 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83 20310104010169 徐哲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84 20310112008403 西嘉萱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85 20310101203099 姚晟迪 华东政法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86 20310101203100 蒋一恺 华东政法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87 20310101203117 楚宇杰 华东政法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88 20310101203197 孙文轩 华东政法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89 20310104006291 华漪雯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90 20310105000405 叶朵朵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91 20310106002577 孙培康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92 20310109013032 赵佳豪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93 20310112006276 胡靖雯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94 20310112006349 王忠怡 上海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95 20310107005433 翟钰嘉 东南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96 20310104005209 张瑞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97 20310115015417 王梓雯 江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98 20310117005459 孙震霆 南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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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20310101302094 陈思远 南京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100 20310101210117 张安东 浙江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101 20310113003210 管弦乐 武汉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02 20310101210088 汪奕玮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03 20310107002023 何彦辰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04 20310110004484 盖怡君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05 20310113007441 施凯君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06 20310115007201 许东尧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07 20310118001951 沈星宇 中山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108 20310113003210 管弦乐 华南理工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09 20310106003338 顾晴雯 四川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10 20310118003732 杨冰彦 四川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11 20310110003973 蔡欣然 西安交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12 20310107005433 翟钰嘉 西北工业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13 20310115006352 丁言韵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14 20310115006544 肖苑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15 20310117005459 孙震霆 安徽建筑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116 20310101210088 汪奕玮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117 20310112006510 陈奕宁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118 20310113007424 陈洋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19 20310113007435 张林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

120 20310107001980 夏妤婕 浙江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121 20310113007444 须盛昂 浙江财经大学 高水平运动队 本科线65%

注：根据《体育总局科教司、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印发<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管

理办法>的通知》（体科字〔2019〕155号）文件规定，考生若已报名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志愿并被录取，

不得放弃录取资格，同时不再参加普通高考及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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