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上海市松江一中“提前招生录取”预录取考生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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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现将 2020 年上海市松江一中“提前招生录取”预

录取考生名单进行公示。 
所有被高中学校“提前招生录取”预录取的考生不得要求更改或放弃预录取学校，均须

参加 2020 年上海市初中毕业统一学业考试，成绩须达到市统一划定的高中“提前招生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方可被正式录取。若预录取学校为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则考生还须满足

一个条件，即道德与法治科目考试成绩为“合格”及以上，方可被正式录取。 
 

2020 年上海市松江一中推荐生预录取名单 

序号 考生报名号 姓名 

1 *******50004 曹李翔 

2 *******00307 陈贝贝 

3 *******10121 陈乐 

4 *******30801 陈诗雨 

5 *******30514 陈徐 

6 *******30190 陈翼飞 

7 *******30236 陈永康 

8 *******40188 陈禹卿 

9 *******10009 褚诗雨 

10 *******70064 崔鹏 

11 *******40001 崔申怡 

12 *******40207 戴永欣 

13 *******20002 党一凡 

14 *******90022 董馨怡 

15 *******30215 费博文 

16 *******30048 费晓璐 

17 *******30194 费毅磊 

18 *******60124 封赟 

19 *******30004 冯天雪 

20 *******40122 高俊毅 

21 *******40026 高媛媛 

22 *******90038 龚爵 



23 *******60031 龚怡忱 

24 *******20123 顾晨毅 

25 *******40224 郭添吉 

26 *******10013 何浩斌 

27 *******30101 胡珂 

28 *******00009 胡以臣 

29 *******30920 黄信超 

30 *******10069 黄以然 

31 *******90005 黄子俊 

32 *******10137 蒋乐童 

33 *******60003 金磊 

34 *******30177 金悦莹 

35 *******90216 李坚俊 

36 *******30601 李矞珏 

37 *******40099 梁奕枫 

38 *******60030 林微 

39 *******30202 刘凤婷 

40 *******90194 陆欣怡 

41 *******10035 陆宇 

42 *******40087 吕铭捷 

43 *******70006 缪佳圆 

44 *******40279 潘佳豪 

45 *******70004 潘嘉玲 

46 *******10112 彭静怡 

47 *******40020 钱昕 

48 *******30151 沈宏伟 

49 *******00001 沈黄笑 

50 *******00013 沈梓涵 

51 *******60026 盛思琪 

52 *******60429 宋子昕 

53 *******70009 唐贝贝 

54 *******60138 唐佳乐 

55 *******30299 唐欣婷 



56 *******60338 王成搏 

57 *******60002 王俊毅 

58 *******10353 王若宇 

59 *******10016 王诗语 

60 *******60165 王宇 

61 *******30517 王宇涵 

62 *******10081 吴嘉琪 

63 *******30719 吴天昊 

64 *******90036 吴天一 

65 *******50033 吴宇伦 

66 *******40022 吴志斌 

67 *******50029 武益智 

68 *******60054 夏心玥 

69 *******40242 夏云翼 

70 *******10002 徐恩慧 

71 *******20004 徐淼 

72 *******10205 许昊洋 

73 *******20093 许青峰 

74 *******30243 叶浩琪 

75 *******50040 尹锦洋 

76 *******30155 尤咏 

77 *******20016 余东泽 

78 *******00211 俞鹏超 

79 *******30212 俞奕辰 

80 *******40209 虞韶妍 

81 *******00012 张倍晞 

82 *******30093 张佳黎 

83 *******40286 张佳怡 

84 *******50018 张俊伦 

85 *******10022 张理哲 

86 *******30007 张陆依凡 

87 *******10041 张思涵 

88 *******00080 张忆晨 



89 *******20006 张颖 

90 *******40180 赵骏希 

91 *******00102 朱昳佳 

92 *******50064 朱嘉言 

93 *******30516 朱杨阳 

94 *******30624 庄晟旸 

   
   
   

2020 年上海市松江一中自荐生预录取名单 

序号 考生报名号 姓名 

1 *******10438 陈炳文 

2 *******70005 陈瑜茜 

3 *******30603 丛思存 

4 *******30621 董俊言 

5 *******10024 费浩然 

6 *******60014 冯宇阳 

7 *******30064 高远 

8 *******60021 龚轶恒 

9 *******60404 顾甜馨 

10 *******30523 胡与伦 

11 *******40200 黄俊玮 

12 *******50279 黄希嘉 

13 *******40246 纪兴旭 

14 *******80315 姜希哲 

15 *******70030 姜弈 

16 *******10402 李兆越 

17 *******10382 柳成皓 

18 *******10442 陆思远 

19 *******30102 苗骞月 

20 *******70102 沈晨怡 

21 *******40017 宋亦昕 



22 *******50203 汤艺婕 

23 *******00249 王玥颖 

24 *******70019 吴千语 

25 *******70246 吴心佳 

26 *******10068 夏焕棱 

27 *******50228 姚竣融 

28 *******30110 姚若蓓 

29 *******10050 尹佳琪 

30 *******60519 俞珺熠 

31 *******80246 张俊伟 

32 *******10241 张毅涵 

33 *******30143 张梓涵 

34 *******00118 赵斯琳 

35 *******70275 赵翌阳 

36 *******10058 郑辰 

37 *******80615 周源沁 

38 *******50077 宗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