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收市级体育特长生拟录取名单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0年本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考试招生工作的若干意见》(沪教委基〔2020〕
17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体育局关于做好2020年本市普通高中阶段学校招收体育特长生工作的通知》(沪
教委体〔2020〕21号)文件要求，现将2020年上海市高中阶段学校招收市级体育特长生拟录取名单予以公示：

序号 姓名 中考报名号 毕业学校 拟招学校 拟招区 性别 项目

1 陈奕杉 200413020105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进才中学 浦东新区 女 排球

2 余嘉琰 200413020074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进才中学 浦东新区 女 排球

3 陈睿麟 200413020021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进才中学 浦东新区 男 排球

4 范嘉旻 200413020024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进才中学 浦东新区 男 排球

5 沈逸文 201550180014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进才中学 浦东新区 男 排球

6 李相杰 201550180012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进才中学 浦东新区 男 排球

7 朱翰卿 201030750093 上海市复旦实验中学 进才中学 浦东新区 男 排球

8 陈锦洋 200110020112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比乐中学 黄浦区 男 田径

9 常佳希 200110030015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储能中学 黄浦区 女 游泳

10 徐妍飞 200110060002 上海市敬业初级中学 储能中学 黄浦区 女 游泳

11 沈美璇 200130030022 上海市第十中学 大境中学 黄浦区 女 射击

12 张子涵 200110040008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初级中学 大境中学 黄浦区 女 射击

13 茆卯 200110070037 上海市卢湾中学 大境中学 黄浦区 男 田径

14 史佳晨 200110160301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大同中学 黄浦区 女 田径

15 宋飞翔 200610510325 上海市新中初级中学 大同中学 黄浦区 男 足球

16 解飞 200610510322 上海市新中初级中学 大同中学 黄浦区 男 足球

17 王品然 201241080268 上海市文来中学 大同中学 黄浦区 男 足球

18 王申钰 201241080270 上海市文来中学 大同中学 黄浦区 男 足球

19 蒋泽欣 201550070018 上海市洋泾-菊园实验学校 大同中学 黄浦区 男 足球

20 林逸扬 200110020136 上海市大同初级中学 大同中学 黄浦区 男 足球

21 曾家瑞 201241080258 上海市文来中学 大同中学 黄浦区 男 足球

22 龚祯 200110160276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大同中学 黄浦区 男 足球

23 徐天昱 200943020108 上海市民办迅行中学 格致中学 黄浦区 男 国际象棋

24 张璐涵 200413020006 上海市位育初级中学 格致中学 黄浦区 女 排球

25 杨予驰 200710560077 上海市梅陇中学 光明中学 黄浦区 男 篮球

26 李东来 201550100028 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 光明中学 黄浦区 男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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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宇杰 200150010014 上海市应昌期围棋学校 光明中学 黄浦区 男 篮球

28 孟佳怡 200110060040 上海市敬业初级中学 敬业中学 黄浦区 女 游泳

29 唐怡 200110060001 上海市敬业初级中学 敬业中学 黄浦区 女 游泳

30 孙安民 200110060035 上海市敬业初级中学 敬业中学 黄浦区 男 游泳

31 金滟华 200110060026 上海市敬业初级中学 敬业中学 黄浦区 女 游泳

32 石砼 200110060071 上海市敬业初级中学 敬业中学 黄浦区 男 游泳

33 陈珈悦 200110120048 上海市兴业中学 敬业中学 黄浦区 女 游泳

34 沈君杰 200140040090 上海市比乐中学 五爱高级中学 黄浦区 男 篮球

35 徐翌诚 200140040112 上海市比乐中学 五爱高级中学 黄浦区 男 篮球

36 周顾轩 201410220057 上海市嘉定区震川中学 五爱高级中学 黄浦区 男 篮球

37 张冰 201510010471 上海市建平中学西校 五爱高级中学 黄浦区 男 篮球

38 陆薇 200110030035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向明中学 黄浦区 女 篮球

39 张伊婕 200510420158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向明中学 黄浦区 女 篮球

40 李嘉青 200441330051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中学 华理工附中 徐汇区 男 冰壶

41 唐崇皓 200441140019 上海市零陵中学 零陵中学 徐汇区 男 击剑

42 俞牧州 200413060136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学 南洋模范中学 徐汇区 男 篮球

43 江林俊 200413060123 上海市南洋模范初级中学 南洋模范中学 徐汇区 男 篮球

44 朱熠康 200710600181 上海兰田中学 南洋模范中学 徐汇区 男 篮球

45 陈天乐 200940040042 上海市友谊中学 南洋模范中学 徐汇区 男 篮球

46 张佳鸿 200110160241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南洋中学 徐汇区 男 足球

47 周玄晔 200413160087 上海市南洋初级中学 南洋中学 徐汇区 男 足球

48 苏端磊 200413160085 上海市南洋初级中学 南洋中学 徐汇区 男 足球

49 范礼仪 200413160100 上海市南洋初级中学 南洋中学 徐汇区 男 足球

50 栗泽煜 200413160091 上海市南洋初级中学 南洋中学 徐汇区 男 足球

51 潘天鹤 200413160097 上海市南洋初级中学 南洋中学 徐汇区 男 足球

52 倪昌远 201241080222 上海市文来中学 南洋中学 徐汇区 男 足球

53 嵇靖哲 201241080216 上海市文来中学 南洋中学 徐汇区 男 足球

54 孟令轩 201241080221 上海市文来中学 南洋中学 徐汇区 男 足球

55 宗昊天 200610010939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位育中学 徐汇区 男 网球

56 王迮昊 200413200090 上海市田林第三中学 位育中学 徐汇区 男 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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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李思成 200413200094 上海市田林第三中学 位育中学 徐汇区 男 网球

58 田明弘 200441070064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 五十四中学 徐汇区 男 篮球

59 马芸宁 200110030028 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 徐汇中学 徐汇区 女 篮球

60 刘榆辰 200441030243 上海市中国中学 中国中学 徐汇区 女 游泳

61 王屹恺 200441030264 上海市中国中学 中国中学 徐汇区 男 游泳

62 邹妍婕 200441030254 上海市中国中学 中国中学 徐汇区 女 游泳

63 王政卜 200510080090 上海市天山初级中学 复旦中学 长宁区 男 篮球

64 张孜哲 200530050013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 建青实验学校 长宁区 男 手球

65 强珂睿 200530050004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 建青实验学校 长宁区 女 手球

66 王凯黎 200530050007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 建青实验学校 长宁区 女 手球

67 肖爱琰 200530050056 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 建青实验学校 长宁区 女 手球

68 孙芃 200510010009 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学 市三女中 长宁区 女 垒球

69 申爱主 200510010166 上海市第三女子初级中学 市三女中 长宁区 女 垒球

70 常恒睿 200610610326 上海市彭浦初级中学 华东模范中学 静安区 男 篮球

71 关誉铭 200610010517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华东模范中学 静安区 男 篮球

72 张宇翔 200630020336 上海市第一中学 华东模范中学 静安区 男 篮球

73 孟司翰 200610010832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华东模范中学 静安区 男 篮球

74 应桐达 200610011038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民立中学 静安区 男 游泳

75 陈佳楠 200610010101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 民立中学 静安区 女 游泳

76 贾如 200650020222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民立中学 静安区 男 游泳

77 瞿琛意 200630010314 上海市民立中学 民立中学 静安区 男 游泳

78 章子妍 200630010227 上海市民立中学 民立中学 静安区 女 游泳

79 蔡文毅 200610510324 上海市新中初级中学 上大市北附中 静安区 男 足球

80 吴一凯 200610590417 上海市市北初级中学 市北中学 静安区 男 排球

81 吕志辉 200610590312 上海市市北初级中学 市北中学 静安区 男 排球

82 陈曦 200610590102 上海市市北初级中学 市北中学 静安区 女 排球

83 翟佳妮 200640010419 上海市华东模范中学 市北中学 静安区 女 排球

84 刘筱倩 200610590205 上海市市北初级中学 市北中学 静安区 女 排球

85 谢周彤 200510240134 上海市娄山中学 曹杨二中 普陀区 女 乒乓球

86 张艺潇 201010210066 上海市同济第二初级中学 曹杨二中 普陀区 男 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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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喻岩 201350160189 上海市杨泰实验学校 曹杨二中 普陀区 男 乒乓球

88 刘睿一 201010210067 上海市同济第二初级中学 曹杨二中 普陀区 男 乒乓球

89 刘雨欣 201010010025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 曹杨二中 普陀区 女 足球

90 陶李柔丞 201010010109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 曹杨二中 普陀区 女 足球

91 赵意昀 200740070107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甘泉外国语学校 普陀区 男 击剑

92 曹斯雯 200740070148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甘泉外国语学校 普陀区 女 击剑

93 钱昱霖 200751130032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甘泉外国语学校 普陀区 男 击剑

94 项嘉绮 200751130042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甘泉外国语学校 普陀区 女 击剑

95 侯觉 200740070009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甘泉外国语学校 普陀区 男 武术

96 童梦菲 200710460012 上海市北海中学 晋元高级中学 普陀区 女 游泳

97 朱淳昊 200740050015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晋元高级中学 普陀区 男 游泳

98 黄子文 200910380023 上海市丰镇中学 北郊高级中学 虹口区 男 射击

99 陆天乐 200910380033 上海市丰镇中学 北郊高级中学 虹口区 男 射击

100 周忻怡 201030120098 上海市市东实验学校（上海市市东中学） 复兴高级中学 虹口区 女 排球

101 凌卓媛 200913010091 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 复兴高级中学 虹口区 女 排球

102 王曹艳 200999990015 (虹口区)往届生学校 复兴高级中学 虹口区 女 排球

103 徐晨轩 200751130057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复兴高级中学 虹口区 男 排球

104 陈奕乐 200750640033 上海市子长学校 复兴高级中学 虹口区 男 排球

105 杨怡萍 200950460006 上海市培华学校 复兴高级中学 虹口区 女 排球

106 许宇飞 200950460008 上海市培华学校 复兴高级中学 虹口区 男 排球

107 陈鸣远 200913010027 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 复兴高级中学 虹口区 男 排球

108 张昊天 200950460009 上海市培华学校 复兴高级中学 虹口区 男 排球

109 王思家 200910160028 上海市曲阳第二中学 五十二中学 虹口区 男 足球

110 沈忠毅 200910160151 上海市曲阳第二中学 五十二中学 虹口区 男 足球

111 杨昕煜 200940030043 上海市第五十二中学 五十二中学 虹口区 男 足球

112 李爽 200940030044 上海市第五十二中学 五十二中学 虹口区 男 足球

113 任卓凡 200110160022 上海市民办立达中学 五十二中学 虹口区 男 足球

114 沈思涵 200441070075 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 交大附中 杨浦区 男 篮球

115 王楚晨 200413270198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交大附中 杨浦区 男 篮球

116 周羿成 201050080141 复旦大学第二附属学校 交大附中 杨浦区 男 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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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沈文钧 201050070066 上海同济大学实验学校 交大附中 杨浦区 男 篮球

118 段孝康 201050000056 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 上理工附中 杨浦区 男 射击

119 刘嘉芊 201050000010 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 上理工附中 杨浦区 女 射击

120 李烨 201040730008 上海市体育学院附属中学 体院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21 杨浩朱峰 200610590318 上海市市北初级中学 体院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22 祝邦城 201540200101 上海市江镇中学 体院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23 王凯文 201010010129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 体院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24 周哲远 201010010021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 体院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25 李嘉洋 201010010124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 体院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26 王义林 200610510341 上海市新中初级中学 同济一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27 韦佳辰 201010000104 上海市铁岭中学 同济一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28 李古月 201010010123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 同济一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29 吴以凡 201010000050 上海市铁岭中学 同济一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30 俞仕坤 201550180019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 同济一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31 夏智超 201010000068 上海市铁岭中学 同济一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32 周晗 200610510317 上海市新中初级中学 同济一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33 毛羽风 201010010018 上海市鞍山初级中学 同济一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34 殷振阳 200610510314 上海市新中初级中学 同济一附中 杨浦区 男 足球

135 胡颖婕 201010200042 上海市鞍山实验中学 杨浦高级中学 杨浦区 女 手球

136 陈卓尔 201010200037 上海市鞍山实验中学 杨浦高级中学 杨浦区 女 手球

137 朱艺灵 201010200012 上海市鞍山实验中学 杨浦高级中学 杨浦区 女 手球

138 杨懿 201250150075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 闵行教院附中 闵行区 男 田径

139 孙刘佳 201210180103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中学 闵行三中 闵行区 女 曲棍球

140 徐可 201210180030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中学 闵行三中 闵行区 女 曲棍球

141 刘广怡 201210050147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二中学 闵行三中 闵行区 女 足球

142 张周歆 201210050007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二中学 闵行三中 闵行区 女 足球

143 吴慧敏 201210050226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二中学 闵行三中 闵行区 女 足球

144 钱雨桐 200510360030 上海市新泾中学 闵行三中 闵行区 女 足球

145 王泓卜 201210320161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闵行中学 闵行区 女 棒垒球

146 夏贝儿 201210160104 上海市闵行第四中学 闵行中学 闵行区 女 棒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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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范思远 201241090359 上海市民办文绮中学 闵行中学 闵行区 男 棒垒球

148 丁陈宸 201210160051 上海市闵行第四中学 闵行中学 闵行区 男 棒垒球

149 杨宏杰 200610510535 上海市新中初级中学 闵行中学 闵行区 男 棒垒球

150 陈源 201210180133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中学 闵行中学 闵行区 男 棒垒球

151 滕佳晊 201250180106 上海市闵行区文来实验学校 闵行中学 闵行区 男 排球

152 仵昊元 201250180109 上海市闵行区文来实验学校 闵行中学 闵行区 男 排球

153 王智源 201241090201 上海市民办文绮中学 闵行中学 闵行区 男 排球

154 张奕雯 201241080069 上海市文来中学 闵行中学 闵行区 女 田径

155 崔硕杨 201250030322 上海市莘光学校 闵行中学 闵行区 男 田径

156 倪清怡 201241080104 上海市文来中学 闵行中学 闵行区 女 田径

157 张琳 201241080163 上海市文来中学 七宝中学 闵行区 女 乒乓球

158 叶子萱 201241080162 上海市文来中学 七宝中学 闵行区 女 乒乓球

159 陈佳褀 202010010003 上海市奉贤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七宝中学 闵行区 女 田径

160 朱宇宸 200740180133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七宝中学 闵行区 男 田径

161 梁景绚 200441620162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七宝中学 闵行区 女 田径

162 柯天 205110210012 上海市崇明区凌云中学 七宝中学 闵行区 男 田径

163 韩俊毅 201510120111 上海市上南中学南校 莘庄中学 闵行区 男 击剑

164 胡佳杰 200610020325 上海市育才初级中学 莘庄中学 闵行区 男 击剑

165 李昌泽 201210050268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二中学 文绮中学 闵行区 男 足球

166 张昊晨 201241090275 上海市民办文绮中学 文绮中学 闵行区 男 足球

167 吴沛桐 200510420331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宝山中学 宝山区 女 篮球

168 张哲诚 201310020199 上海市淞谊中学 宝山中学 宝山区 男 篮球

169 陆高菲 201350330096 上海民办行知二中实验学校 行知中学 宝山区 女 田径

170 朱允文 201310260019 上海市罗南中学 行知中学 宝山区 男 田径

171 朱璇 201350160046 上海市杨泰实验学校 行知中学 宝山区 女 田径

172 黄达赟 201350160181 上海市杨泰实验学校 上大附中 宝山区 男 乒乓球

173 龚昀婷 201350080003 上海市同洲模范学校（分校） 同洲模范学校 宝山区 女 击剑

174 任俊晖 201350080015 上海市同洲模范学校（分校） 同洲模范学校 宝山区 男 击剑

175 王婧怡 201350080007 上海市同洲模范学校（分校） 同洲模范学校 宝山区 女 击剑

176 毛玥玥 201350080005 上海市同洲模范学校（分校） 同洲模范学校 宝山区 女 击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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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徐茹云 201350080009 上海市同洲模范学校（分校） 同洲模范学校 宝山区 女 击剑

178 杨文轩 201350080019 上海市同洲模范学校（分校） 同洲模范学校 宝山区 男 手球

179 陈元昊 201310080116 上海市海滨第二中学 同洲模范学校 宝山区 男 手球

180 卞富鑫 201350080020 上海市同洲模范学校（分校） 同洲模范学校 宝山区 女 手球

181 汪俊岩 201350070095 上海市吴淞实验学校 吴淞中学 宝山区 男 游泳

182 李晨曦 201810090007 上海市青浦区白鹤中学 安亭高级中学 嘉定区 女 篮球

183 王颖雯 201410220216 上海市嘉定区震川中学 安亭高级中学 嘉定区 女 篮球

184 顾淑琪 201410230095 上海市嘉定区杨柳初级中学 嘉定二中 嘉定区 女 田径

185 刘俊昊 20141010017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嘉定二中 嘉定区 男 田径

186 刘家瑜 200910080063 上海市钟山初级中学 嘉定一中 嘉定区 男 田径

187 李卓儒 200910160067 上海市曲阳第二中学 嘉定一中 嘉定区 男 田径

188 朱任杰 201810010381 上海市青浦区实验中学 嘉定一中 嘉定区 男 田径

189 孙奕杰 201450010289 上海市嘉定区疁城实验学校 上外附属嘉定外国语实验高中 嘉定区 男 羽毛球

190 何子量 201410070215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上外附属嘉定外国语实验高中 嘉定区 女 羽毛球

191 王嘉怡 201410070057 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江桥实验中学 上外附属嘉定外国语实验高中 嘉定区 女 羽毛球

192 杨宏毅 202010020326 上海市奉贤区古华中学 奉贤中学 奉贤区 男 射击

193 董凝菲 202050030055 上海市奉贤区华亭学校 奉贤中学 奉贤区 女 射击

194 于泽贤 202010030058 上海市奉贤区实验中学 奉贤中学 奉贤区 男 田径

195 王佳敏 202050190098 上海市奉贤区弘文学校 奉贤中学 奉贤区 女 田径

196 吴丹丹 202010040077 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曙光中学 奉贤区 女 手球

197 王隽文 201740080411 上海市松江九峰实验学校 松江二中 松江区 女 田径

198 崔申一 201710030340 上海市松江二中（集团）初级中学 松江二中 松江区 男 田径

199 乔俊伟 201250030111 上海市莘光学校 松江二中 松江区 男 田径

200 顾欣羽 201610130513 上海市西林中学 金山中学 金山区 女 沙滩排球

201 彭欣怡 201610130318 上海市西林中学 金山中学 金山区 女 沙滩排球

202 沈慧怡 201610170110 上海市金山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亭林中学 金山区 女 足球

203 阙泽昊 201810010964 上海市青浦区实验中学 城桥中学 崇明区 男 乒乓球

204 黄羿非 205110190162 上海市崇明区东门中学 城桥中学 崇明区 男 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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