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松江一中 2019 年提前批录取名单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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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 号）的相关要求，现将 2019 年我校提前批招

生录取考生名单进行公示。 
 

2019 年上海市松江一中推荐生录取名单 

序号 考生报名号 姓名 

1 *******30220 蔡文彬 

2 *******30017 陈柯渲 

3 *******50032 陈诗雯 

4 *******10018 程正君 

5 *******40228 崔家睿 

6 *******50025 邓皓然 

7 *******60091 丁睿 

8 *******20080 范浩杨 

9 *******20068 范嘉伟 

10 *******30085 费依婷 

11 *******10111 封雨婕 

12 *******30254 冯彦哲 

13 *******30022 顾博文 

14 *******10009 桂玥莹 

15 *******70024 贺泉峰 

16 *******30417 黄宇浩 

17 *******10054 纪歆妍 

18 *******50054 季辰烨 

19 *******20003 江欣雨 

20 *******90106 蒋乐萱 

21 *******30029 蒋晓春 

22 *******30219 蒋欣宇 

23 *******10189 蒋燚 

24 *******30199 金晶 

25 *******30115 金闵乐 



26 *******20099 金孝天 

27 *******90101 金依莉 

28 *******30062 李乐阳 

29 *******40036 刘向欣 

30 *******90108 刘阳 

31 *******20105 刘杨庆 

32 *******30100 陆薇 

33 *******30054 陆炜枫 

34 *******10111 陆晓凡 

35 *******60024 陆艺帆 

36 *******00061 陆宇星 

37 *******30236 罗君涛 

38 *******70026 罗淋方 

39 *******50106 毛梦玥 

40 *******80016 倪佳文 

41 *******30218 潘俊楠 

42 *******70007 戚梦芊 

43 *******20020 钱程 

44 *******30092 钱飞扬 

45 *******10213 阮紫艳 

46 *******30219 山铭贤 

47 *******30008 赏智杰 

48 *******40100 沈思涵 

49 *******40246 沈媛钰 

50 *******40001 盛晓婷 

51 *******30005 史佳怡 

52 *******20060 宋智豪 

53 *******90102 孙明越 

54 *******00067 汪许晴 

55 *******10113 王海燕 

56 *******50027 王若水 

57 *******70001 王钰雯 

58 *******30147 王紫涵 



59 *******10043 魏树佳 

60 *******30139 巫佳奕 

61 *******40015 吴佳怡 

62 *******30109 吴彦君 

63 *******20047 夏婧怡 

64 *******30134 徐潘婧 

65 *******30255 徐阳 

66 *******20010 严寒 

67 *******30203 杨诗琪 

68 *******80124 杨雅淇 

69 *******40149 杨洋 

70 *******30084 杨懿轩 

71 *******30007 尹乐安 

72 *******10001 尹若溪 

73 *******80004 雍筱婧 

74 *******40070 余卓雅 

75 *******40001 俞洁 

76 *******40151 俞夏俊 

77 *******50001 张俊杰 

78 *******10076 张乐怡 

79 *******30018 张斯萌 

80 *******70169 张欣儿 

81 *******70019 张旭成 

82 *******40019 张阳阳 

83 *******20013 赵凯伦 

84 *******30004 赵晓薇 

85 *******10053 朱超尘 

86 *******60045 朱颖琪 

87 *******50016 庄雨雯 

 
 
 
 



 
 
 
 

2019 年上海市松江一中自荐生录取名单 
序号 考生报名号 姓名 

1 *******70520 陈珏 

2 *******30127 方芊 

3 *******40102 费俞颉 

4 *******80238 高明泽 

5 *******10071 顾昕妤 

6 *******30603 顾欣宇 

7 *******10101 何一帆 

8 *******70501 黄诺贝 

9 *******40230 简正洹 

10 *******10080 蒋雨 

11 *******40096 雷烨 

12 *******20007 李书瑶 

13 *******10245 陆敬亿 

14 *******00144 陆俊奕 

15 *******50102 陆一慧 

16 *******10068 沈乐怡 

17 *******10069 唐慧怡 

18 *******70311 唐笑薇 

19 *******10102 唐谢栋 

20 *******10041 谢朱屹 

21 *******10406 许进旭 

22 *******10361 杨士奇 

23 *******10041 张俊生 

24 *******50011 张沁蕾 

25 *******10050 张婷 

26 *******10060 张莹颖 

27 *******80630 张宇涛 

28 *******50159 张缘 



29 *******10244 周思漫 

30 *******40222 周雨璇 

31 *******10073 周钰妍 

 


	上海市松江一中2019年提前批录取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