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名单（203 人）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1 f16041111 徐铭珠 胜祥商学院 33 f16022410 孙陈源 胜祥商学院 

2 f16041212 童婷婷 胜祥商学院 34 b18022105 段荣 胜祥商学院 

3 f14041221 郭彤 胜祥商学院 35 b18022152 张凯凯 胜祥商学院 

4 f16041304 何思雨 胜祥商学院 36 b18022118 许舒彤 胜祥商学院 

5 f16075204 李淳 胜祥商学院 37 f16024116 施玥 胜祥商学院 

6 f16041314 叶凡玮 胜祥商学院 38 f16024143 张瑞璨 胜祥商学院 

7 f16041416 袁丽丽 胜祥商学院 39 f16024218 吴婷怡 胜祥商学院 

8 f16041413 颜相宜 胜祥商学院 40 f16024216 舒智悦 胜祥商学院 

9 f16041514 吴欣怡 胜祥商学院 41 f16024213 潘雨 胜祥商学院 

10 f16041526 沈天威 胜祥商学院 42 f16091123 王文佳 胜祥商学院 

11 f16041601 戴安娜 胜祥商学院 43 f16022314 俞佳佳 胜祥商学院 

12 f16041617 周丽 胜祥商学院 44 f16033111 刘佳仪 胜祥商学院 

13 f16072202 陈季君 胜祥商学院 45 b18021105 葛静芝 胜祥商学院 

14 f16031119 王睿婕 胜祥商学院 46 b18021112 李悦菱 胜祥商学院 

15 f16031229 赵雨欣 胜祥商学院 47 f16021215 郑旗 胜祥商学院 

16 f16031319 王梓儒 胜祥商学院 48 f16021218 韩宇浩 胜祥商学院 

17 f16031411 卢瑶 胜祥商学院 49 f16021120 陈伟丰 胜祥商学院 

18 f16072101 陈嘉怡 胜祥商学院 50 f16021211 温一冰 胜祥商学院 

19 f16031419 万璐虹 胜祥商学院 51 f16021320 袁梦妮 胜祥商学院 

20 f16031402 傅基艳 胜祥商学院 52 f16021315 王文婷 胜祥商学院 

21 f16033306 管玥 胜祥商学院 53 f16021417 温舒媛 胜祥商学院 

22 f16033322 项杭英 胜祥商学院 54 f16021506 范珂昕 胜祥商学院 

23 f16033321 武亦欣 胜祥商学院 55 f16021501 蔡幸江 胜祥商学院 

24 f16033437 吴伟 胜祥商学院 56 f16021611 王玉杰 胜祥商学院 

25 f16033427 朱思仪 胜祥商学院 57 b18033117 周心怡 胜祥商学院 

26 f16033424 姚琪 胜祥商学院 58 b18031107 刘金慧 胜祥商学院 

27 f16022109 汪晓芸 胜祥商学院 59 b18071118 吕维博 管理学院 

28 f16022233 薛伟 胜祥商学院 60 f16052501 陈琳 管理学院 

29 f16022206 姜冰莹 胜祥商学院 61 f16075227 潘志霖 管理学院 

30 f16022308 楼恬甜 胜祥商学院 62 f16075215 王纾馨 管理学院 

31 f16022304 洪婷婷 胜祥商学院 63 f16075105 李欢欢 管理学院 

32 b18041119 周美倩 胜祥商学院 64 f16075201 蔡闽箐 管理学院 

65 b18071128 吴家峰 管理学院 101 f16011521 施懿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66 f16073127 赵依佳 管理学院 102 f16011531 尤徐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67 f16073101 常微 管理学院 103 f16012227 应乐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68 f16073204 侯峥旭 管理学院 104 f16012104 沈舒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69 f16073212 梅添晴 管理学院 105 f16012106 王嘉蕾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0 f16073222 徐铭芯 管理学院 106 f16012111 周添翼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1 f16071102 戴雯昕 管理学院 107 b18011141 赵俊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2 f16072103 方雨 管理学院 108 b18011106 张颖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3 f16072214 徐弯湾 管理学院 109 b18023104 厉佳卉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4 f16071104 康玲 管理学院 110 f16023116  周戬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5 f16071115 郑雅文 管理学院 111 f14023418 付秋函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6 f16071103 胡俐 管理学院 112 f16023126 潘柯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7 f16071215 杨至蕾 管理学院 113 f16023211 乔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8 f16072209 苗青 管理学院 114 f16023305 金子惠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79 f16072112 孟譞 管理学院 115 f16023313 王坤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80 f16052404 蒋敏洁 管理学院 116 f16023316 翁静静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81 f16051317 沈昕蕾 管理学院 117 f16061120 徐嘉颖 外语学院 

82 f16052321 徐琪安 管理学院 118 f16061121 徐金澜 外语学院 

83 f16051208 金晶 管理学院 119 f16061221 颜佳佳 外语学院 

84 f16051135 滕家骏 管理学院 120 f16061325 张静怡 外语学院 

85 f16052231 李承淼 管理学院 121 f16061332 徐骅 外语学院 

86 f14052129 瓮华伟 管理学院 122 f16061414 史惠 外语学院 

87 f16052425 张文心 管理学院 123 f16061428 陈剑啸 外语学院 

88 f16051227 朱琳玮 管理学院 124 f16061526 周嘉雯 外语学院 

89 f16051332 陆逸 管理学院 125 f16061503 黄沁雯 外语学院 

90 f16011109 陈建雄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6 f14061102 徐青青 外语学院 

91 f16011104 王轶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7 b18061111 王蕊 外语学院 

92 f16011101 蔡璐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8 f16062120 杨丹莹 外语学院 

93 f16011524 汪云飞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9 f16062210 陆帅颖 外语学院 

94 f16011701 陈瑜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30 f16062206 李梦蝶 外语学院 

95 f16011306 孙文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31 f16062301 陈嘉冰 外语学院 

96 f16011235 赵家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32 f16065103 蒋蔚 外语学院 

97 f16011706 张亦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33 f16065110 王佳晨 外语学院 

98 f16011836 肖文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34 f16065217 项一舟 外语学院 

99 f16011841 余悦腾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35 f16065312 蒋婷婷 外语学院 

100 f16064106 胡丹 外语学院 136 f16065311 计玉婷 外语学院 

137 f16064114 宋盈亮 外语学院 171 f16083129 赖晓明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38 f16064225 钟晶晶 外语学院 172 b18111107 陆玲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39 f16091135 朱庆裕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73 f15111226 顾诗韵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0 f16091133 周雨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74 f16111522 秦雨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1 f16091134 朱敏英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75 f16111120 倪陈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2 f16091214 陶玉洁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76 f16111501 陈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3 f16091208 林星彤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77 f16111308 李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4 b18081201 陈欣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78 f16111325 温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5 f16092203 高婧洁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79 f16111138 马礽杰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6 f16092205 金雪莉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80 f16111507 胡璐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7 f16092213 王妮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81 f16111506 韩春园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8 f14083138 薛林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82 f16111212 孙连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9 f16081118 钟甜甜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83 f16112212 王俊雯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0 f16081225 楼临天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84 f16112205 敬甬楠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1 f16082127 申屠鸿基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85 f16112105 刘牧冉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2 f16082109 沈紫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86 f16112110 潘珺伶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3 f16082205 顾嘉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87 f16113119 徐晨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4 f16082228 孙阳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88 f16113106 黄紫薇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5 f16084108 骆琪儿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89 f16113101 曹欣月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6 b18084103 黄泽文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90 f16210112 倪春昳 教育学院 

157 f16084203 何舒婷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91 f16210127 徐秋雨 教育学院 

158 f16093109 贺江敏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92 t17105107 钱前 沪东工学院 

159 f16093122 吴慧云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93 t17105209 沈维仪 沪东工学院 

160 f16093213 倪爱妮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94 t18102207 葛坤祥 沪东工学院 

161 f16093236 叶皓宸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95 t18102310 华家俊 沪东工学院 

162 f16093311 刘宛鹭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97 t17106105 黄杰 沪东工学院 

163 f16093321 王沁语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97 t17104212 严怡静 沪东工学院 

164 b18082109 汤丹慧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98 t17104315 杨雨婷 沪东工学院 

165 b18082113 王亚娟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199 t17104412 王思宇 沪东工学院 

166 b18082119 张怡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200 t17101103 李悦莱 沪东工学院 

167 b18083105 关晓馨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201 t17101224 刘吕鸣 沪东工学院 

168 f16083231 张质云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202 t17103111 方挺 沪东工学院 

169 f16083212 阮辰心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203 t15102211 赵方城 沪东工学院 

170 f16083201 蔡赟琼 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