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高考报名号 姓名 毕业学校 拟录取院校 拟录取专业

1 22310109003082 郭子蘅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

2 22310109003093 王虞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西班牙语

3 22310109003094 朱飞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南京大学 西班牙语

4 22310109003095 汪栎宬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德语

5 22310109003096 汪皓楠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法语(中外合作办学)

6 22310109003097 张望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外国语言文学类

7 22310109003098 范存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法语(中外合作办学)

8 22310109003099 周霄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企业管理）

9 22310109003100 唐若辰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10 22310109003101 王馨懿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法语(中外合作办学)

11 22310109003102 陈夏忆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

12 22310109003103 金瑜欣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翻译

13 22310109003104 顾沈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朝鲜语

14 22310109003105 徐畅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外国语言文学类

15 22310109003106 唐润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16 22310109003107 葛瑞雨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法语(中外合作办学)

17 22310109003108 徐梓闻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18 22310109003109 奚宇曈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19 22310109003110 韩步凡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英语

20 22310109003111 王博韬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21 22310109003112 朱雨垚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法语(中外合作办学)

22 22310109003113 刘元珅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23 22310109003114 何思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德语

24 22310109003115 陈炯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

25 22310109003116 刘文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南开大学 日语

26 22310109003117 陈云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外国语言文学类

27 22310109003118 房恺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翻译（工商管理双学位）

28 22310109003119 赵汇谊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俄语

29 22310109003120 戴乔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法语

30 22310109003126 董天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清华大学 英语

31 22310109003127 冯意茗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英语

32 22310109003128 安珈硕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南开大学 英语

33 22310109003130 诸启洋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东南大学 英语

34 22310109003131 谢悦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葡萄牙语

35 22310109003132 乐天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朝鲜语

36 22310109003133 冯凌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朝鲜语

37 22310109003134 孙依晴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企业管理）

38 22310109003135 杨芷萱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

39 22310109003136 林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法语

40 22310109003137 周于思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东南大学 英语

41 22310109003138 徐诗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42 22310109003139 郭子萱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英语

43 22310109003140 戴之颀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英语

44 22310109003141 丁翌城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45 22310109003142 王俊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

46 22310109003143 王弈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日语

47 22310109003144 白诗源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48 22310109003145 严枫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49 22310109003146 施宇晨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南京大学 英语

50 22310109003147 王龄漫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

51 22310109003148 毛心砚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俄语

52 22310109003149 方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日语

53 22310109003150 左嘉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清华大学 英语

54 22310109003151 吴亦天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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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2310109003152 张司同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56 22310109003153 陈爱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国际政治双学位）

57 22310109003154 潘嘉睿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东南大学 英语

58 22310109003160 李婧娴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日语

59 22310109003161 余俪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法语(中外合作办学)

60 22310109003162 马泓萱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清华大学 英语

61 22310109003163 周珮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英语

62 22310109003164 黄婉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工商管理双学位）

63 22310109003165 丁嘉蔚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南京大学 日语

64 22310109003166 赵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东南大学 英语

65 22310109003167 黄梓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国际政治双学位）

66 22310109003168 王若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俄语

67 22310109003169 吴晓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68 22310109003170 张哲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东南大学 英语

69 22310109003171 张晶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

70 22310109003172 郑雯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翻译

71 22310109003173 贺采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俄语

72 22310109003174 顾宸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东南大学 英语

73 22310109003175 徐紫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

74 22310109003176 刘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75 22310109003177 何嘉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浙江大学 德语

76 22310109003178 张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法语(中外合作办学)

77 22310109003179 张抒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清华大学 日语

78 22310109003180 杨煜宸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法语(中外合作办学)

79 22310109003181 徐子初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外交学院 英语

80 22310109003182 卫云帆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81 22310109003183 许佳茵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南京大学 日语

82 22310109003184 陈思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东南大学 英语

83 22310109003185 钟智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德语

84 22310109003186 周逸磊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

85 22310109003187 刘语柔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法语

86 22310109003188 肖思赟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德语

87 22310109003189 陈祺蓁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德语

88 22310109003206 费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89 22310109003239 饶斯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西班牙语

90 22310109003242 苏钰茗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

91 22310109003243 李安妮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中南大学 英语

92 22310109003244 周芷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日语

93 22310109003266 吴一扬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学

94 22310109003269 盛昊扬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商务英语

95 22310109003277 夏樱恬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

96 22310115017616 方思媛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国际政治双学位）

97 22310115017620 刘芳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英语

98 22310115017623 钱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英语

99 22310115017625 孙奕雯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国际政治双学位）

100 22310115017626 温馨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朝鲜语

101 22310115017637 蒙立铭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英语

102 22310115017640 程诺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英语

103 22310115017641 高佳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德语

104 22310115017646 金珮旋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英语

105 22310115017650 饶珈宜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工商管理双学位）

106 22310115017654 汤丰冉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英语

107 22310115017656 王晓圣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泰语

108 22310115017659 杨梦琪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英语

109 22310115017660 杨思羽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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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22310115017663 张婧溢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上海外国语大学 翻译（工商管理双学位）

111 22310115017665 朱怡晴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日语

112 22310115017667 陆泓霖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浙江大学 法语

113 22310115017682 张扬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复旦大学 英语

114 22310115017708 郭纭菡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法语(中外合作办学)

115 22310115017732 李婧媛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 日语

116 22310115017734 陆怡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类

117 22310115017738 韦其奕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 英语

118 22310115017751 董含嫣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 法语(中外合作办学)

119 22310104005312 董奕呈 上海市上海中学 北京大学 数学类

120 22310104005360 王元鸿 上海市上海中学 清华大学 计算机类

121 22310104005361 张贻然 上海市上海中学 清华大学 计算机类

122 22310104005393 冯逸韬 上海市上海中学 北京大学 物理学类

123 22310104005409 陈修安 上海市上海中学 北京大学 化学类

124 22310115017399 王逸 上海市实验中学 清华大学 计算机类

125 22310115007801 葛琦晖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北京大学 数学类

126 22310115018845 范一飞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清华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八年制）

127 22310110003314 黄浩峰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清华大学 计算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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