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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杉 达 学 院 文 件 
 

 

杉达内(学)〔2019〕14 号 

 

 

上海杉达学院关于表彰 2019 年度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和上海杉达学院优秀毕业生的决定 

 

各学院（系）: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精神，

进一步加强我校学风建设，充分发挥优秀毕业生的示范引领作用，

激励学生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9 年度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

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19〕8 号）的精神及《上

海杉达学院关于做好 2019 年度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杉达

内（学）〔2019〕8 号）等文件要求，2019 年我校应届毕业生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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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中本科 3204 名、专科 343 名)按照“市优秀毕业生本科 5%、专

科 3%，校优秀毕业生本科 10%、专科 10%的比例，本着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经各班级推荐、学院初审、学生教育处审核、学校奖

学金与荣誉称号评审领导小组讨论研究、公示无异议后，确定周越

等 338 名“上海杉达学院优秀毕业生”，同时将产生的上海市优秀

毕业生推荐名单报市教委，经市教委审核，确定姜迎夏等 162 名学

生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特予以表彰（具体名单祥见附件）。 

希望受表彰的优秀毕业生以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奋发图

强，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创造出无愧于

青春、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希望广大学生深入开展学先进活动，

以先进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担负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

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为和谐校园建设

做出贡献。 

附件：1.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名单 

          2.上海杉达学院优秀毕业生名单 

 

上海杉达学院 

2019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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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名单（162 人）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1 f15031325 姜迎夏 胜祥商学院 33 f15021715 沈妍菁 胜祥商学院 

2 f15031407 茅燕军 胜祥商学院 34 f15021706 金佳慧 胜祥商学院 

3 f15031521 钱嘉怡 胜祥商学院 35 f15022104 梁钰 胜祥商学院 

4 f15052318 周佩强 胜祥商学院 36 f15022117 冉静 胜祥商学院 

5 f15031620 秦平 胜祥商学院 37 f15021507 秦玉兰 胜祥商学院 

6 f15033202 徐灵雁 胜祥商学院 38 f15031112 武树祎 胜祥商学院 

7 f15031123 沈本杰 胜祥商学院 39 f15031106 陈婷婷 胜祥商学院 

8 f15031207 李艺 胜祥商学院 40 f15031218 吴佳妮 胜祥商学院 

9 f15041101 贾京京 胜祥商学院 41 f15021227 李锋 胜祥商学院 

10 f15041218 吴丹洁 胜祥商学院 42 f15021207 朱佳楠 胜祥商学院 

11 f15041206 乔敏 胜祥商学院 43 f15021214 张竸文 胜祥商学院 

12 f15071104 朱莎雨 胜祥商学院 44 f15022308 万蒙 胜祥商学院 

13 f15041305 王超君 胜祥商学院 45 f15022305 刘冰 胜祥商学院 

14 f15033103 王佳燕 胜祥商学院 46 f15022402 吕晶晶 胜祥商学院 

15 f15041511 沈行 胜祥商学院 47 f15022403 陈思宇 胜祥商学院 

16 b17041117 徐嘉灏 胜祥商学院 48 b17022119 胡梦瑞 胜祥商学院 

17 f15024105 方思怡 胜祥商学院 49 b17022107 刘丽萍 胜祥商学院 

18 f15024205 陈曦 胜祥商学院 50 b17031102 江悦颖 胜祥商学院 

19 f15024206 倪佳君 胜祥商学院 51 b17021118 朱晓琼 胜祥商学院 

20 f15033219 叶粤婷 胜祥商学院 52 b17071123 刘天 管理学院 

21 f15033106 解润汇 胜祥商学院 53 f15073104 魏雪 管理学院 

22 f15033102 夏丽苗 胜祥商学院 54 f15073106 赵亚欣 管理学院 

23 f15033417 龚崔伟 胜祥商学院 55 f15072213 王玥 管理学院 

24 f15033318 唐蓓莉 胜祥商学院 56 f15072216 陈晖 管理学院 

25 f15051413 唐嘉玲 胜祥商学院 57 f15075209 童思劼 管理学院 

26 f15033505 郭林萱 胜祥商学院 58 f15075213 胡申玥 管理学院 

27 f15021317 叶欣如 胜祥商学院 59 f15075217 周佳莹 管理学院 

28 f13021311 钱静 胜祥商学院 60 f15071120 陶浩亮 管理学院 

29 f15021402 罗文玺 胜祥商学院 61 f15071106 和芹芹 管理学院 

30 f15021518 徐圆圆 胜祥商学院 62 f15071213 李显松 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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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f15021618 黄嘉毅 胜祥商学院 63 f15071204 姚玲娜 管理学院 

32 f15021619 李舒敏 胜祥商学院 64 f15051109 季雨婧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65 f15051215 朱静怡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1 f15062224 邵伊蕾 外语学院 

66 f15051410 刘晓蕾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2 f15065214 黄怡菁 外语学院 

67 f15051306 薛旻旻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3 f15065103 朱音瑶 外语学院 

68 f15051309 童玉然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4 f15061134 严佳豪 外语学院 

69 f15052101 张勤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5 f15061208 王柏宁 外语学院 

70 f15052212 陈欣蓉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6 f15061209 王敏 外语学院 

71 f15052317 张清艳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7 f15061306 胡静怡 外语学院 

72 f15052315 陆紫怡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8 f15061428 彭莲 外语学院 

73 f15052532 管恩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9 f15061406 罗艳旻 外语学院 

74 f15052608 黄一晨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10 f15063114 徐靓瀛 外语学院 

75 f15052502 张依依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11 f15063215 宗雪 外语学院 

76 f15011231 崔黎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2 b17081132 郑耀达 艺术与设计学院 

77 f15011118 赖国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3 b17081128 唐绍钧 艺术与设计学院 

78 f15011130 邓少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4 b17082117 杨旭程 艺术与设计学院 

79 f15011407 张禹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5 f15081104 李依 艺术与设计学院 

80 f15011430 汪保序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6 f15081211 张春 艺术与设计学院 

81 f15011304 吴瑾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7 f15081207 范靖雯 艺术与设计学院 

82 f15011502 陈佳莹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8 f15082118 卢昉烨 艺术与设计学院 

83 f15011627 屠天元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9 f15082213 吴阳 艺术与设计学院 

84 f15011605 唐子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0 f15082208 薛梦兰 艺术与设计学院 

85 f15012106 施曹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1 f15084116 张怡 艺术与设计学院 

86 f15012102 易宝珍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2 f15084112 谈洁如 艺术与设计学院 

87 f15023105 杨营营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3 f15091302 卢欢 传媒学院 

88 f15023128 庄顺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4 f15091215 赵思迪 传媒学院 

89 f15023203 邓亚玲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5 f15091301 马梦妮 传媒学院 

90 f15023205 刘依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6 f15091320 张碧薇 传媒学院 

91 f15023408 李知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7 f15093118 高嘉艺 传媒学院 

92 f15023412 张人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8 f15093103 彭郁森 传媒学院 

93 f15023328 乐勤煜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9 f15093208 金妮肖 传媒学院 

94 b17063130 徐俊 外语学院 130 f15093307 汪洁 传媒学院 

95 b17063127 沈宏伟 外语学院 131 f15093428 王一新 传媒学院 

96 f15064130 唐栋雯 外语学院 132 f15093303 陈玥 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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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f15064118 王洁雯 外语学院 133 f15092103 王晨 传媒学院 

98 b17066103 刘彦 外语学院 134 f15022110 杨一铭 传媒学院 

99 f15062104 杨紫菱 外语学院 135 f15092116 黄雨婷 传媒学院 

100 f15062207 黄佳倩 外语学院 136 f15083115 徐童 时尚学院 

137 f15083126 黄雯雯 时尚学院 150 f15113207 秦羽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38 f15083207 段佩佩 时尚学院 151 f15113321 刘羿帆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39 b17083102 畅兴娜 时尚学院 152 f15113412 鲁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0 f15111104 陈婷婷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3 t16103205 高凌志 沪东工学院 

141 f15111304 裘陈瑶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4 t16104205 管昀蔚 沪东工学院 

142 f15111311 王一婷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5 t16104338 闻昊宸 沪东工学院 

143 f15111317 冯晓雅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6 t16104310 吕思念 沪东工学院 

144 f15111406 毛莹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7 t16104436 周保元 沪东工学院 

145 f15111407 吕莎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8 t16102409 包勇勇 沪东工学院 

146 f15112119 周奕楠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9 t16101203 袁博雯 沪东工学院 

147 f15112201 开妍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60 t16101211 洪晖华 沪东工学院 

148 f15112202 朱珍芝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61 t16102106 陈家铭 沪东工学院 

149 f15113116 姚静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62 t16103217 辛凯 沪东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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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杉达学院优秀毕业生名单（338 人） 

序

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序号 学号 姓名 学院 

1 f15031322 周越 胜祥商学院 33 f15041301 叶田 胜祥商学院 

2 f15031330 谢鸿浩 胜祥商学院 34 b17041110 张文炜 胜祥商学院 

3 f15031428 季洁 胜祥商学院 35 f15041418 黄博文 胜祥商学院 

4 f15031427 张宇涵 胜祥商学院 36 f15033214 袁婧妍 胜祥商学院 

5 f15031413 盛雅琪 胜祥商学院 37 f15033108 戚林培 胜祥商学院 

6 f15031524 郭嘉 胜祥商学院 38 f15033204 王路路 胜祥商学院 

7 f15031505 杜瑶 胜祥商学院 39 f15033207 王梦姗 胜祥商学院 

8 f15031511 顾雪湘 胜祥商学院 40 f15033127 曹钰坤 胜祥商学院 

9 f15031604 赵晶晶 胜祥商学院 41 f15033224 张文强 胜祥商学院 

10 f15031630 张小龙 胜祥商学院 42 f15033302 李旭冉 胜祥商学院 

11 f15031605 钮怡雯 胜祥商学院 43 f15033316 周佳 胜祥商学院 

12 f15031433 周伟栋 胜祥商学院 44 f15033312 苗润昀 胜祥商学院 

13 f15033217 晋雯馨 胜祥商学院 45 f15033407 翁静窈 胜祥商学院 

14 f15031202 仇魏兰 胜祥商学院 46 f15033413 邹喆琰 胜祥商学院 

15 f15021502 彭艳婷 胜祥商学院 47 f15033415 刘怡苓 胜祥商学院 

16 f15031431 周嘉瑞 胜祥商学院 48 f15033504 姚云云 胜祥商学院 

17 f15031525 樊婷婷 胜祥商学院 49 f15033501 汪静 胜祥商学院 

18 f15031205 尹文君 胜祥商学院 50 f15024111 张薰月 胜祥商学院 

19 f15041116 王迎香 胜祥商学院 51 f15024129 田人景 胜祥商学院 

20 f15041112 夏倩静 胜祥商学院 52 f15024114 朱辞瑾 胜祥商学院 

21 f15041104 李露婷 胜祥商学院 53 f15024113 池思琪 胜祥商学院 

22 f15041209 林雨菡 胜祥商学院 54 f15024204 方梦园 胜祥商学院 

23 f15041214 庄一菲 胜祥商学院 55 f15092115 郑诗怡 胜祥商学院 

24 f15041224 权亮 胜祥商学院 56 f15024217 周逸婷 胜祥商学院 

25 f15041413 房晓瑶 胜祥商学院 57 f15022102 吴佳丽 胜祥商学院 

26 f15091318 王晶 胜祥商学院 58 f15022135 戈贲睿 胜祥商学院 

27 f15041409 唐凯妮 胜祥商学院 59 f15022109 徐程 胜祥商学院 

28 f15041510 叶佳琦 胜祥商学院 60 f15022234 梅加颖 胜祥商学院 

29 f15041517 包淑涵 胜祥商学院 61 f15022205 徐雪鸥 胜祥商学院 

30 f15041513 李悦凝 胜祥商学院 62 f15022213 梁书文 胜祥商学院 

31 f15052216 李紫莹 胜祥商学院 63 f15021303 章梦青 胜祥商学院 

32 f13041237 沈天强 胜祥商学院 64 f15021326 朱伟宁 胜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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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f15021318 陆舒沁 胜祥商学院 101 b17071129 徐勇 管理学院 

66 f15021408 杨心怡 胜祥商学院 102 b17071103 陆琰 管理学院 

67 f13021728 朱子琪 胜祥商学院 103 f15073111 顾琳 管理学院 

68 f15021423 李静寒 胜祥商学院 104 f15073113 陶忆黎 管理学院 

69 f15021509 朱雪祎 胜祥商学院 105 f15073118 黄嘉妮 管理学院 

70 f15022214 沙琳琳 胜祥商学院 106 f15073205 林金熙 管理学院 

71 f15021513 王贇菲 胜祥商学院 107 f15073216 郑敏 管理学院 

72 f15021633 田子敬 胜祥商学院 108 f15072107 王辰琳 管理学院 

73 f15021609 李夏帆 胜祥商学院 109 f15072111 姜伊珺 管理学院 

74 f15021634 徐威 胜祥商学院 110 f15072117 尹香玲 管理学院 

75 f15021730 张稼祺 胜祥商学院 111 f15072127 周灏睿 管理学院 

76 f15021719 张奕 胜祥商学院 112 f15072210 丁佳颖 管理学院 

77 f15021720 周丽 胜祥商学院 113 f15075109 华怡婧 管理学院 

78 f15031220 朱顺 胜祥商学院 114 f15075110 蔡文瑄 管理学院 

79 f15031126 樊旷蔚 胜祥商学院 115 f15075203 毛晓林 管理学院 

80 f15031227 严妍 胜祥商学院 116 f15075204 王帆 管理学院 

81 f15031113 桂露 胜祥商学院 117 f15075226 韩雨轩 管理学院 

82 f15052328 奚嘉文 胜祥商学院 118 f15071206 赵国俊 管理学院 

83 f15071309 周扬 胜祥商学院 119 f15071335 朱家聪 管理学院 

84 f15021206 吴梦丹 胜祥商学院 120 f15071308 沈孟青 管理学院 

85 f15021234 陶逸飞 胜祥商学院 121 f15071301 吴思婕 管理学院 

86 f15021135 赵国政 胜祥商学院 122 f15071226 蔡骁磊 管理学院 

87 f15021113 吕晓华 胜祥商学院 123 f15071201 吴勇倩 管理学院 

88 f15021216 黄艺楠 胜祥商学院 124 f15071328 乔斌 管理学院 

89 f15022303 马欣欣 胜祥商学院 125 f15071332 周瑜晟 管理学院 

90 f15022317 胡佳灵 胜祥商学院 126 f15051213 何悦祺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91 f15022331 徐心辰 胜祥商学院 127 f15052409 王淑玥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92 f15022426 林文哲 胜祥商学院 128 f15051201 许海琴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93 f15022427 马昊 胜祥商学院 129 f15051111 陈兆昀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94 b17022101 包静雯 胜祥商学院 130 f15051128 夏常懋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95 b17031116 郑静 胜祥商学院 131 f15051407 俞佳薇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96 b17022133 周新明 胜祥商学院 132 f15051308 刘榯彧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97 b17031117 周思懿 胜祥商学院 133 f15051301 鲍世英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98 b17021132 许鑫 胜祥商学院 134 f15051415 刘佳玲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99 b17021114 张若宇 胜祥商学院 135 f15051302 黄亚平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0 b17021127 裴磊 胜祥商学院 136 f15052105 陈俊宏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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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f15052104 钟玉婷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73 f15023209 许凤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38 f15052107 杨雪晨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74 f13023324 罗德健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39 f15052102 刘黎明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75 f15023201 姚姝娆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0 f15052110 陆奕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76 f15023210 黄豆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1 f15052416 王叙霏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77 f15023101 程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2 f15052411 倪淑斐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78 b17023202 王佳奕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3 f15052301 郑罗翕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79 f15023108 杨钰蕾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4 f15052429 项天歌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80 f15023212 熊艺婷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5 f15052603 施倩影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81 f15023309 李友凤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6 f15052514 顾怡文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82 f15023334 贾韬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7 f15052609 朱慧敏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83 f15023307 林樱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8 f15052505 范燕婷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84 f15023335 崔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49 f15052605 陈丹妮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85 f15023404 尹喜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50 f15052602 吴佳颖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86 f15023411 张梦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51 f15011104 高淑娟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87 f15023407 陈清滢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52 f15011201 王丹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88 b17064203 刘忆丽 外语学院 

153 f15011207 翟成成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89 f15064128 邵宗频 外语学院 

154 f15011206 张瑾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0 f15064107 邵安睿 外语学院 

155 f15011110 孙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1 f15064119 陆芸慧 外语学院 

156 f15011222 王闻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2 f15064203 安笑笑 外语学院 

157 f15011428 金徐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3 b17066101 傅倩倩 外语学院 

158 f15011308 何自亮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4 b17063113 王颖 外语学院 

159 f15011305 秦林鑫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5 b17063129 吴昊 外语学院 

160 f15011321 徐志翔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6 f15062124 胡清清 外语学院 

161 f15011404 张敏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7 f15062125 乐梓雯 外语学院 

162 f15011422 陈响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8 f15062118 王宇孜 外语学院 

163 b17011401 陈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99 f15062208 蒋莹 外语学院 

164 f15011527 林平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0 f15062120 施佳谊 外语学院 

165 f15011601 宋林忆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 f15062213 尹婷 外语学院 

166 f15011530 李明剑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 f15062103 洪莲洁 外语学院 

167 f15011604 王旖雯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3 f15065110 吴子迪 外语学院 

168 f15011512 陆家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4 f15065114 张稼珺 外语学院 

169 f15011614 肖雅哲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5 f15065115 王欣呓 外语学院 

170 f15012202 张静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6 f15065117 马剑雯 外语学院 

171 f15012221 包宇力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7 f15061129 唐燕 外语学院 

172 f15012208 郑辰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8 f15061114 林颖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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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f15061130 陆星妍 外语学院 245 f15084113 刘梓仪 艺术与设计学院 

210 f15061231 苏宜槟 外语学院 246 f15091123 吴健 传媒学院 

211 f15061225 单鑫潇 外语学院 247 f15091129 朱凯灵 传媒学院 

212 f15061217 徐聿雯 外语学院 248 f15091228 赵彦桥 传媒学院 

213 f15061305 朱梦嘉 外语学院 249 f15091222 包艺池 传媒学院 

214 f13061417 陈心怡 外语学院 250 f15091313 陈天佑 传媒学院 

215 f15061419 王钰 外语学院 251 f15091311 尹盼 传媒学院 

216 f15061427 江海潮 外语学院 252 f15091121 黄嘉琳 传媒学院 

217 f15061415 姜国敏 外语学院 253 f15093116 李佳婕 传媒学院 

218 f15063125 孙浩钧 外语学院 254 f15093114 任静 传媒学院 

219 f15063117 张永祎 外语学院 255 f15093112 赵靓 传媒学院 

220 f15063120 王慧珏 外语学院 256 f15093204 刘抒卉 传媒学院 

221 f13061437 张明磊 外语学院 257 f15093217 火晓桐 传媒学院 

222 f15063121 沈琰 外语学院 258 f15093418 吴晨林 传媒学院 

223 f15063211 祝佩佩 外语学院 259 f15093423 邢鹏 传媒学院 

224 f15063217 赵亦超 外语学院 260 f15093414 周盈彤 传媒学院 

225 f15063227 秦豪 外语学院 261 f15093328 吴鸿基 传媒学院 

226 b17082105 康佳俐 艺术与设计学院 262 f15093306 陈玥茗 传媒学院 

227 b17082101 陈宁州 艺术与设计学院 263 f15092117 钱依芸 传媒学院 

228 b17082111 徐艳 艺术与设计学院 264 f15092118 陆梦洁 传媒学院 

229 b17081104 李倩雯 艺术与设计学院 265 f15092207 郑行行 传媒学院 

230 b17081114 赵嫣然 艺术与设计学院 266 f13091122 杨静 传媒学院 

231 f15081111 朱颖 艺术与设计学院 267 f15092215 丁哲文 传媒学院 

232 f15081121 王自立 艺术与设计学院 268 f15092224 杨捷 传媒学院 

233 f15081102 张雪豪 艺术与设计学院 269 f15083225 戴鑫欣 时尚学院 

234 f15081109 石芸 艺术与设计学院 270 f15083212 宋蕾 时尚学院 

235 f15081202 黄雪怡 艺术与设计学院 271 f15083226 吴佳丽 时尚学院 

236 f15081203 程佳慧 艺术与设计学院 272 f15083114 沈昕妍 时尚学院 

237 f15081213 张承艺 艺术与设计学院 273 f15083132 袁国杰 时尚学院 

238 f15082121 陈金怡 艺术与设计学院 274 f15083229 杨振峰 时尚学院 

239 f15082116 沈佳夷 艺术与设计学院 275 b17083105 瞿文伟 时尚学院 

240 f15082126 顾嘉晨 艺术与设计学院 276 b17083123 刘天恩 时尚学院 

241 f15082207 华晓云 艺术与设计学院 277 b17083211 王莉珺 时尚学院 

242 f15082211 富叶婷 艺术与设计学院 278 b17083223 颜张圆 时尚学院 

243 f15084103 叶墨嘉 艺术与设计学院 279 b17111124 朱晓晨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244 f15084104 戴春燕 艺术与设计学院 280 b17111122 周琪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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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f15111112 王碧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10 t16104218 宣清清 沪东工学院 

282 f15111123 张书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11 t16104117 杨招弟 沪东工学院 

283 f15111205 陈海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12 t16104122 张悦骋 沪东工学院 

284 f15111216 李笑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13 t16104316 谢江华 沪东工学院 

285 f15111218 盛欣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14 t16104213 陶昕怡 沪东工学院 

286 f15111225 李欣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15 t16104334 时培武 沪东工学院 

287 f15111228 马良玉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16 t16104324 代小辉 沪东工学院 

288 f15111310 许铭楠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17 t16104325 丁华巍 沪东工学院 

289 f15111314 李丽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18 t16104323 蔡炬枫 沪东工学院 

290 f15111409 陈佳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19 t16104421 周梦佳 沪东工学院 

291 f15112104 郑启梦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20 t16104412 王琼 沪东工学院 

292 f15112105 毛小美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21 t16104431 应后铭 沪东工学院 

293 f15112115 张敏远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22 t16102302 陈慧澜 沪东工学院 

294 f15112203 蒋瑜晔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23 t16102401 丁佳佳 沪东工学院 

295 f15112208 杨阳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24 t16102415 刘梦龙 沪东工学院 

296 f15112209 冉雅莉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25 t16101118 陆承宇 沪东工学院 

297 f15113105 郭静静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26 t16101122 沈志伟 沪东工学院 

298 f15113112 陈思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27 t16101136 张彬 沪东工学院 

299 f15113208 陈诗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28 t16101234 张斐 沪东工学院 

300 f15113210 何佳伟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29 t16101241 郑军 沪东工学院 

301 f15113223 陆天华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30 t16101226 肖智峰 沪东工学院 

302 f15113302 徐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31 t16103214 王波 沪东工学院 

303 f15113306 杨艳红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32 t16103209 李君 沪东工学院 

304 f15113315 季艳频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33 t16103102 郑克梦 沪东工学院 

305 f15113411 俞欣怡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34 t16102103 殷慧婷 沪东工学院 

306 f15113417 陆孜芸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335 t16102112 李飞龙 沪东工学院 

307 t16104115 吴芮 沪东工学院 336 t16102101 李怡杰 沪东工学院 

308 t16104110 骆雨霞 沪东工学院 337 t16102104 朱玲瑶 沪东工学院 

309 t16104220 杨洁 沪东工学院 338 t16102202 汪娜娜 沪东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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