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辅修学号 姓名 性别 主修学校 主修专业 录取辅修专业

1 210690129 朱桢煜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公共关系学

2 210610219 孙怡宁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卓越班） 公共关系学

3 210910220 李佳斌 男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卓越班） 公共关系学

4 210691104 范雯 女 东华大学 环境设计 公共关系学

5 210410115 窦嘉敏 女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公共关系学

6 211220102 陈星玥 女 东华大学 日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公共关系学

7 210120204 齐天戈 女 东华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公共关系学

8 210400402 陈甜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卓越工程师班） 公共关系学

9 211210122 金凡琪 女 东华大学 英语（翻译方向） 公共关系学

10 211210115 高千惠 女 东华大学 英语（翻译方向） 公共关系学

11 211220131 钟诗 女 东华大学 日语 公共关系学

12 211210102 陈梦楠 女 东华大学 英语（翻译方向） 公共关系学

13 211410214 邹文娇 女 东华大学 环境工程（卓越班） 公共关系学

14 211460108 秦米佳 女 东华大学 环管融合双学士学位 公共关系学

15 210910204 高宇涵 女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 公共关系学

16 210610225 于凡舒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公共关系学

17 210400508 饶仓尔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与产业经

济）
公共关系学

18 210730413 石婧婕 女 东华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公共关系学

19 210600205 杜欣潼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日合作） 公共关系学

20 211220118 彭佳欣 女 东华大学 日语 公共关系学

21 210410202 陈诗琦 女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公共关系学

22 210400315 赵艺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智能纺织） 公共关系学

23 211210101 安雨欣 女 东华大学 英语 公共关系学

24 211210105 陈睿琳 女 东华大学 英语（翻译方向） 公共关系学

25 211040101 蔡宇琪 女 东华大学 轻化工程（中德） 公共关系学

26 210003001 邢蕴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广播电视编导 公共关系学

27 210003002 刘蔚怡 女 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公共关系学

28 210003003 伍素文 女 上海电机学院 工业工程 公共关系学

29 210003004 王于睿尧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财务管理 公共关系学

30 210003005 余文豪 男 上海大学 理工大类 公共关系学

31 210003006 湛鑫妍 女 上海戏剧学院 表演（木偶） 公共关系学

32 210003007 吴晓莉 女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英语 公共关系学

33 210003008 雷召顺 男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 公共关系学

34 210003009 吴若帆 女 上海戏剧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公共关系学

35 210003010 程雨萱 女 上海戏剧学院 艺术管理 公共关系学

36 210003011 刘璐璐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法学 公共关系学

37 210003012 吴王歆晗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经济学类 公共关系学

38 210003013 张皓文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旅游管理（邮轮经济） 公共关系学

39 210003014 黄静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产品设计 公共关系学

40 210003015 黄佳忆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产品设计 公共关系学

41 210003016 尹方圣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管理类 公共关系学

42 210003017 刘婷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表演 公共关系学

43 210003018 陈文佳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工艺美术 公共关系学



44 210003019 张瑞瑜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表演 公共关系学

45 210003020 张悦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公共关系学

46 210003021 彭姿嘉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公共关系学

47 210003022 陈品诺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公共关系学

48 210003023 杨宇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公共关系学

49 210003024 张宇飞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公共关系学

50 210003025 熊月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公共关系学

51 210003026 柳昕妤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公共关系学

52 210003027 陈奕雯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公共关系学

53 210003028 周逸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物保护与修复 公共关系学

54 210003029 黄慧怡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公共关系学

55 210003030 胡展齐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艺术与科技 公共关系学

56 210003031 柏可心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公共关系学

57 210003032 陈颖佳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公共关系学

58 210003033 姚沁容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摄影 公共关系学

59 210003034 蒋琰烨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物保护与修复 公共关系学

60 210003035 张伊冉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公共关系学

61 210003036 郑子艺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公共关系学

62 210003037 黄婷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动画 公共关系学

63 210003038 何亚轩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摄影 公共关系学

64 210003039 王禹涵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公共关系学

65 210003040 薛晓俊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语 公共关系学

66 210003041 赵萱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印度尼西亚语 公共关系学

67 210003042 陈丽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朝鲜语 公共关系学

68 210003043 马昊冉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 公共关系学

69 210003044 戚楚璇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西班牙语 公共关系学

70 210003045 陈芯羽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印地语 公共关系学

71 210003046 张婧雯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 公共关系学

72 210003047 王舒葶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朝鲜语 公共关系学

73 210003048 邹佳希 女 华东政法大学 翻译 公共关系学

74 210003049 陈少威 男 上海建桥学院 广告学 公共关系学

75 210003050 栗畅 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 公共关系学

76 210003051 周菁婷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公共关系学

77 210003052 陈楚凌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公共关系学

1 210250133 周源凯 男 东华大学 行政管理 会计学

2 210250301 蔡欢晨 女 东华大学 行政管理 会计学

3 210250216 齐奕 女 东华大学 法学 会计学

4 210250117 王悦 女 东华大学 法学 会计学

5 210610216 刘宣含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卓越班） 会计学

6 210690203 高安琪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会计学

7 210610113 黄怡榕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卓越班） 会计学

8 211100321 周婧雯 女 东华大学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会计学

9 211210136 吕成鑫 女 东华大学 英语 会计学

10 210250112 罗梓丹 女 东华大学 法学 会计学



11 210720212 王芯雨 女 东华大学 英语 会计学

12 210690117 宋晨晓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会计学

13 210630121 徐畅 女 东华大学 表演（服装表演） 会计学

14 211220126 严睿佳 女 东华大学 日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

15 210690414 刘明洋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会计学

16 210630116 齐家 女 东华大学 表演（服装表演） 会计学

17 210720214 王雪莹 女 东华大学 工商管理 会计学

18 210400313 武言奕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与产业经

济）
会计学

19 210630117 孙浩玥 女 东华大学 表演（服装表演） 会计学

20 210720323 刘浩东 男 东华大学 市场营销 会计学

21 211010119 金伟豪 男 东华大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会计学

22 211220123 王玺茹 女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会计学

23 210400215 张荞莎 女 东华大学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会计学

24 210005001 朱天祺 女 上海建桥学院 新闻学 会计学

25 210005002 张薷月 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护理学 会计学

26 210005003 谈李佳 女 上海商学院 日语 会计学

27 210005004 厉雅函 女 上海音乐学院 艺术管理 会计学

28 210005005 杨荣隆 男 上海建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会计学

29 210005006 钟奕博 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市场营销 会计学

30 210005007 陈雨薰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应用统计学 会计学

31 210005008 林津莹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会计学

32 210005009
哈丽美热·
阿布力孜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会计学

33 210005010 安嘉杰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表演 会计学

34 210005011 凌智娟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朝鲜语 会计学

35 210005012 王馨玥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波斯语 会计学

36 210005013 张仕荃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语 会计学

37 210005014 杨孟奇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育技术学 会计学

38 210005015 李佩容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 会计学

39 210005016 陈奕君 女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 会计学

40 210005017 刘兴桡 男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 会计学

41 210005018 刘静怡 女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 会计学

1 210680213 熊梦圆 女 东华大学 产品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 211010121 李俊 男 东华大学 应用化学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 210690107 康芷欣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 210720702 陈睿颖 女 东华大学 会计学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 210650121 曹倬铭 男 东华大学 艺术与科技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6 210650111 王涵 女 东华大学 艺术与科技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7 210650125 许光泽 男 东华大学 艺术与科技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8 210250123 余稣慧 女 东华大学 行政管理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9 210200320 曾舒婷 女 东华大学 传播学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0 210650115 谢雨欣 女 东华大学 艺术与科技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1 210680120 丁宇 男 东华大学 产品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2 211100118 张紫艳 女 东华大学 材料类（卓越班）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3 210690113 刘佳钰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4 210691102 戴丽媛 女 东华大学 环境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5 210610122 农紫嵛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卓越班）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6 210690213 汤奕茹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7 210250118 徐好 女 东华大学 行政管理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8 210500115 王嘉禾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创意设计）

（中英合作）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9 210690130 李奇鸣 男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0 210400111 宋雨桐 女 东华大学 公共关系学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1 210120105 刘一霏 女 东华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2 210610230 朱睿悦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3 210720103 胡译文 女 东华大学 工商管理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4 210410104 姜心茹 女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5 210610131 朱赛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6 210500124 杨啸杰 男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创意设计）

（中英合作）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7 210610221 王君玮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8 210720208 刘小菡 女 东华大学 工商管理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29 210250110 李红敏 女 东华大学 行政管理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0 210500123 耿子淇 男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创意设计）

（中英合作）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1 211010324 王帅 男 东华大学 轻化工程（卓越）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2 210995104 张诗雨 女 东华大学 人工智能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3 210610212 黄河缘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卓越班）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4 211010108 王圣慧 女 东华大学 生物工程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5 210600110 罗佳怡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6 210500223 金俊宇 男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创意设计）

（中英合作）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7 210800628 吴一鼎 男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8 210400814 张敏敏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与产业经

济）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39 211010507 戚杨 女 东华大学 应用化学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0 210002001 肖杜玥 女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1 210002002 赵熙萌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统计学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2 210002003 汤新驰 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3 210002004 张乃心 女 上海理工大学 编辑出版学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4 210002005 陶丽雯 女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英语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5 210002006 张艳 女 上海电机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美合作)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6 210002007 程洋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类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7 210002008 孙佳玲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8 210002009 秦天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产品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49 210002010 黄丽婷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交通运输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0 210002011 鄢文玉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1 210002012 韩雨桐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工艺美术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2 210002013 周腾悦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工艺美术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3 210002014 周吉晨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4 210002015 周迪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5 210002016 唐夕然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艺术与科技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6 210002017 郑钰杰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朝鲜语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7 210002018 尚智勇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8 210002019 李姝霖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语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59 210002020 孙毅栋 男 上海杉达学院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60 210002021 戴雯彤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行政管理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61 210002022 周楚平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公共艺术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62 210002023 王佳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63 210002024 王婧超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摄影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64 210002025 林胜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雕塑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65 210002026 方少俊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表演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1 200400220 刘文杰 男 东华大学 日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

2 210691101 陈橹伊 女 东华大学 环境设计 金融学

3 211010213 张施佳 女 东华大学 生物工程 金融学

4 210910406 居静 女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卓越班） 金融学

5 210400427 谢国庆 男 东华大学 人工智能 金融学

6 210400818 陈昊 男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卓越工程师班） 金融学

7 211100202 陈怡雯 女 东华大学 传播学 金融学

8 210820230 殷铭 男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金融学

9 210466121 辛佳艺 女 东华大学 艺工融合双学士学位 金融学

10 210110314 胡力文 男 东华大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金融学

11 211100237 任棚棚 男 东华大学 材料类（卓越班） 金融学

12 211310124 冉磊 男 东华大学 软件工程 金融学

13 210640111 罗尹杉 女 东华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 金融学

14 210910633 谢坤良 男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卓越班） 金融学

15 211310530 杨骅麟 男 东华大学 软件工程 金融学

16 210400813 易晴阳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卓越工程师班） 金融学

17 210680117 杨楠 女 东华大学 产品设计 金融学

18 211140124 周秉宸 男 东华大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金融学

19 210120216 骆鑫淼 男 东华大学 应用物理学（新能源与微电子） 金融学

20 210610115 李霄羽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卓越班） 金融学

21 210820109 陆佳 女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金融学

22 211310133 周殷稷 男 东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金融学

23 210410226 王博 男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金融学

24 210410113 张馨月 女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金融学

25 211430116 刘骏 男 东华大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金融学

26 211430223 姚申申 男 东华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金融学

27 210910702 陈姿霖 女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卓越班） 金融学

28 211310506 马子赢 女 东华大学 信息安全 金融学

29 211010128 张开封 男 东华大学 应用化学 金融学

30 210400509
萨代提·吐

孙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与产业经
济）

金融学

31 210901116 任一帆 男 东华大学 会计学 金融学

32 210400213 曾湘炎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与产业经

济）
金融学

33 210720417 张乐乐 女 东华大学 旅游管理 金融学

34 211040136 鄢浩宇 男 东华大学 轻化工程（中德） 金融学

35 210410205 李晓琦 女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金融学

36 211100310 马瑛君 女 东华大学 材料类 金融学



37 210400518 陈卓杰 男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与产业经

济）
金融学

38 211310402 董俊兰 女 东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金融学

39 210400425 沈先润 男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高技术纺织品） 金融学

40 210410224 孙云哲 男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金融学

41 211310218 刘俣哲 男 东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金融学

42 211430211 龚锦鹏 男 东华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金融学

43 210400510 谭慧林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与产业经

济）
金融学

44 210110407 邱颖 女 东华大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金融学

45 210820216 姚媛媛 女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金融学

46 211210174 刘飞利 男 东华大学 英语（翻译方向） 金融学

47 211380102 翟家艺 女 东华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金融学

48 211220107 李溢 女 东华大学 日语（国际经济与贸易） 金融学

49 211460109 舒琴 女 东华大学 环管融合双学士学位 金融学

50 211100327 何仕佳 男 东华大学 材料类 金融学

51 211210179 徐宇飞 男 东华大学 公共关系学 金融学

52 210800315 李宇航 男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金融学

53 211430206 肖诺涵 女 东华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金融学

54 210400426 王盛五 男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高技术纺织品） 金融学

55 210110417 李明哲 男 东华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工程） 金融学

56 210400411 汪雪茹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智能纺织） 金融学

57 210800234 朱正宇 男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金融学

58 210910129 王霏凡 男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 金融学

59 210110424 郑维宣 男 东华大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金融学

60 210400320 黄福宏 男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智能纺织） 金融学

61 210400224
亚哈亚·吾
斯曼江

男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智能纺织） 金融学

62 210004001 代鑫 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金融学

63 210004002 赵润璐 女 上海交通大学 工业工程 金融学

64 210004003 李庆元 男 上海电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金融学

65 210004004 程樟钦 男 上海电机学院 机械电子工程 金融学

66 210004005 纪博山 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物流管理（中澳合作） 金融学

67 210004006 苗亦菁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会计学（国际会计方向） 金融学

68 210004007 李灏楠 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材料物理 金融学

69 210004008 余欣悦 女 上海大学 英语 金融学

70 210004009 罗成 男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 金融学

71 210004010 耿博权 男 上海建桥学院 微电子学 金融学

72 210004011 汪梅梅 女 上海电机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金融学

73 210004012 陈宇恒 男 上海政法学院 法学（国际经济法方向） 金融学

74 210004013 赵玉婷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行政管理 金融学

75 210004014 张慕驰 男 上海电机学院 软件工程 金融学

76 210004015 吴金竹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类 金融学

77 210004016 刘晨彤 女 上海杉达学院 翻译（日语翻译方向） 金融学

78 210004017 邹晓轩 男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财务管理 金融学

79 210004018 陈佳佳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金融学

80 210004019 张译丹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管理类 金融学



81 210004020 陈建睿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金融学

82 210004021 谭静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电子信息类 金融学

83 210004022 丁而妮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管理类 金融学

84 210004023 许加翔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金融学

85 210004024 高雪莲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金融学

86 210004025 张敏艳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工艺美术 金融学

87 210004026 吴娇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金融学

88 210004027 赵宸煦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 金融学

89 210004028 毕星宇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意大利语 金融学

90 210004029 吴嘉仪 女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 金融学

1 210820117 张欢妤 女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日语

2 210720710 刘畅 女 东华大学 财务管理 日语

3 210690225 钟心妍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日语

4 210200123 杨明睿 女 东华大学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日语

5 210720517 余梦 女 东华大学 会计学 日语

6 210465106 孙珺佳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第二学士学位） 日语

7 211100336 刘春阳 男 东华大学 材料类（卓越班） 日语

8 210640118 吴悠 女 东华大学 数字媒体艺术 日语

9 210690122 王嘉禾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日语

10 210600121 郑洁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日合作） 日语

11 210720416 云泽萱 女 东华大学 会计学 日语

12 211100334 兰泽 男 东华大学 材料类（卓越班） 日语

13 210410221 柳铭韬 男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日语

14 210600127 陈天龙 男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日合作） 日语

15 211100313 杨洋 女 东华大学 材料类（卓越班） 日语

16 210400507 刘畅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与产业经

济）
日语

17 211460111 吴若绮 女 东华大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日语

18 210820207 毛栩萌 女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日语

19 210110405 毛领 女 东华大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日语

20 210800630 杨恒龙 男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卓越班） 日语

21 210820227 王凯威 男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日语

22 211100104 金樱子 女 东华大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日语

23 210400123 任玉龙 男 东华大学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日语

24 210410218 关珏 男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日语

25 210400824 苏易 男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与产业经

济）
日语

26 210400810
热迪娜·阿
不来提

女 东华大学 传播学（卓越时尚传播） 日语

27 210690420 唐玥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纺织品设计） 日语

28 210820208 孟繁萱 女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日语

29 211100137 毛嘉安 男 东华大学 材料类 日语

30 211310332 袁昊 男 东华大学 软件工程 日语

31 210410217 顾君豪 男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日语

32 210800301 程楠楠 女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日语

33 210110320 孙茂永 男 东华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工程） 日语

34 210860109 陈锦栋 男 东华大学 智能制造工程 日语



35 210400815 张欣瑜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智能纺织） 日语

36 210692215 陶昱筱 女 东华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日语

37 211310108 王逗逗 女 东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日语

38 210691103 丁欣禾 女 东华大学 环境设计 日语

39 210466127 保金坤 男 东华大学 艺工融合双学士学位 日语

40 210610134 匡志伟 男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日语

41 211310331 叶京斌 男 东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日语

42 210400110 齐伟彤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高技术纺织品） 日语

43 211310317 李季坤 男 东华大学 信息安全 日语

44 210120218 牛祺 男 东华大学 应用物理学（新能源与微电子） 日语

45 210730420 余丽娜 女 东华大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日语

46 210400819 黄聪 男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纺织品设计与产业经

济）
日语

47 201310244 吴鹏 男 东华大学 软件工程 日语

48 211100416 陶焓烨 女 东华大学 材料类 日语

49 211380109 张晓蕾 女 东华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 日语

50 210800604 叶婧雯 女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日语

51 210800629 严子昊 男 东华大学 机械 日语

52 210007001 李俊彬 男 华东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 日语

53 210007002 吴行畺 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日语

54 210007003 潘嘉伟 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化妆品技术与工程 日语

55 210007004 吴琼 女 上海戏剧学院 影视摄影与制作 日语

56 210007005 魏如梦 女 上海戏剧学院 影视摄影与制作 日语

57 210007006 王沁蕊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广告学 日语

58 210007007 郭宋扬 女 上海音乐学院 艺术管理 日语

59 210007008 王丽雯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广告学 日语

60 210007009 胡嘉树 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日语

61 210007010 范静怡 女 上海政法学院 新闻学 日语

62 210007011 黄晨曦 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物流管理 日语

63 210007012 拜伟光 男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日语

64 210007013 余中媛 女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 日语

65 210007014 罗远阳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工程）（教育部卓越工程师

日语

66 210007015 魏川博 男 华东师范大学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日语

67 210007016 孙术杰 男 上海政法学院 社会工作 日语

68 210007017 冯心雨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法语（商务法语方向） 日语

69 210007018 刘璐欣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英语（国际商务英语方向，中英合

作）
日语

70 210007019 丁婧颉 女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税收学 日语

71 210007020 董馨妤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国际税收 日语

72 210007021 钟依佳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类 日语

73 210007022 汪文慧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类 日语

74 210007023 胡依然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电子商务 日语

75 210007024 鄢仲鹏 男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电子商务 日语

76 210007025 邢雯雯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纺织工程 日语

77 210007026 张梓灵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翻译（英语） 日语

78 210007027 马家琪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日语



79 210007028 于丰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日语

80 210007029 张吕琰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物保护与修复 日语

81 210007030 丁涵迪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物保护与修复 日语

82 210007031 赖田林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日语

83 210007032 梁心怡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日语

84 210007033 包容与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日语

85 210007034 崔昭阳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日语

86 210007035 魏兰枚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艺术与科技 日语

87 210007036 顾卓治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日语

88 210007037 林俊逸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艺术与科技 日语

89 210007038 金浩咏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日语

90 210007039 周鹭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工艺美术 日语

91 210007040 李逸凡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工艺美术 日语

92 210007041 王妤婧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波兰语 日语

93 210007042 谢家承 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测控技术与仪器 日语

94 210007043 关尔佳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类 日语

95 210007044 傅伋斯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法语（商务法语方向） 日语

1 210610108 高海恬 女 东华大学 信息安全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 210910934 张雨晨 男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 210410210 徐娜 女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 210760102 刘嘉莹 女 东华大学 供应链管理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 211460129 张铖帅 男 东华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6 211010317 黄钦力 男 东华大学 应用化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7 210690104 黄依妮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8 211410221 刘琦 男 东华大学 环境工程（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9 211440109 蔡毅骋 男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0 210410134 周清文 男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1 211100438 王琨贺 男 东华大学 材料类（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2 210910928 王陈彬 男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3 210910510 杨悦蓉 女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4 211100317 张逸婷 女 东华大学 材料类（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5 211100103 甘欣妍 女 东华大学 材料类（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6 210995201 郭晓霖 女 东华大学 人工智能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7 210800606 产会涛 男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8 211100114 温佳玥 女 东华大学 材料类（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9 211100319 赵卿怡 女 东华大学 材料类（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0 210910128 王远程 男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1 210750104 简姝佼 女 东华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2 211410204 黄晨欣 女 东华大学 环境工程（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3 210200108 李薇 女 东华大学 公共关系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4 210760128 吴清旸 男 东华大学 供应链管理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5 210410215 敖金博 男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6 211210120 胡海悦 女 东华大学 英语（翻译方向）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7 210400730 张原铭 男 东华大学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8 210400601 何映熙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智能纺织）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29 210730111 刘冬妮儿 女 东华大学 金融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0 210400221 李支群 男 东华大学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1 210800328 谢来 男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2 211210148 王诗颖 女 东华大学 英语（翻译方向）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3 210400504 蒋艳 女 东华大学 非织造材料与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4 210800308 蔡梦远 男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卓越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5 211100101 陈雅惠 女 东华大学 材料类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6 210800210 黄子祺 男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7 211410209 吴苏静 女 东华大学 环境科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8 211010504 李璧君 女 东华大学 生物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39 210001001 周函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物流管理（中澳合作）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0 210001002 庄蓉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会计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1 210001003 谢鑫 男 上海大学 工商管理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2 210001004 张奕阳 男 上海中医药大学 智能医学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3 210001005 牛芊词 女 上海戏剧学院 影视摄影与制作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4 210001006 胡登成 男 上海大学 机械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5 210001007 陈钟恺 男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材料化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6 210001008 刘思懿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市场营销（数字营销实验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7 210001009 徐欣茹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经济学（国际经济组织人才实验

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8 210001010 熊韵涵 女 上海杉达学院 财务管理（CIMA方向）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49 210001011 杜雨欣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会计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0 210001012 李春阳 男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审计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1 210001013 丁悦妍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会计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2 210001014 耿子曼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类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3 210001015 杨雨昕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4 210001016 杨泓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5 210001017 袁天阳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电子信息类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6 210001018 李依萌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交通管理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7 210001019 周会佳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飞行器制造工程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8 210001020 令狐思铭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金融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59 210001021 郭姿彤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工艺美术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60 210001022 朱铭辉 男 上海外国语大学 朝鲜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61 210001023 常天琪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62 210001024 吴琬卿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朝鲜语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63 210001025 胡莹丽 女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学类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64 210001026 田丰烨 男 华东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专业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65 210001027 陈子墨 女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学类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66 210001028 朱佳颖 女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学类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67 210001029 何铃睿怡 女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学类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68 210001030 顾欣怡 女 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 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

1 210510104 林沁怡 女 东华大学
环境设计（时尚室内设计）（中英

合作）
数字媒体艺术

2 210910611 郑佳一 女 东华大学 软件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3 210820206 娄佳凝 女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4 210466116 王静远 女 东华大学 艺工融合双学士学位 数字媒体艺术

5 210995114 林喜煌 男 东华大学 人工智能 数字媒体艺术

6 210610229 郑子奕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卓越班） 数字媒体艺术

7 210690315 汪淼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8 210820108 柳咏怡 女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9 210690230 倪辉 男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10 210692112 汪芮 女 东华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11 210691214 王梓 女 东华大学 环境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12 210510107 牟润晗 女 东华大学
环境设计（时尚室内设计）（中英

合作）
数字媒体艺术

13 210690126 张欣雨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14 210250109 黄路遥 女 东华大学 法学 数字媒体艺术

15 210690209 李一昂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16 210500207 鞠然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创意设计）

（中英合作）
数字媒体艺术

17 211430212 郭尚明 男 东华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18 210500211 权音铭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创意设计）

（中英合作）
数字媒体艺术

19 210820101 陈诗琪 女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20 210691212 王丹婷 女 东华大学 环境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21 210910303 赖若芊 女 东华大学 电子信息类（卓越班） 数字媒体艺术

22 210820201 高可鑫 女 东华大学 工业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23 210400503 蒋嘉瑞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卓越工程师班） 数字媒体艺术

24 211010421 陆洋 男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数字媒体艺术

25 211440130 攸清轩 男 东华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金融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26 210691114 王翊竹 女 东华大学 环境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27 210650104 高伟杰 女 东华大学 艺术与科技 数字媒体艺术

28 210610127 赵沛佳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卓越班） 数字媒体艺术

29 211040103 陈婷 女 东华大学 轻化工程（中德） 数字媒体艺术

30 210680224 邹融成 男 东华大学 产品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31 210720319 颜瑞彤 女 东华大学 财务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

32 210610101 常瀚戈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33 210610217 史韫玥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卓越班） 数字媒体艺术

34 210500217 徐昉奕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创意设计）

（中英合作）
数字媒体艺术

35 210250327 黄昊炜 男 东华大学 行政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

36 211220140 刘鹏杨 男 东华大学 日语 数字媒体艺术

37 211210104 陈赵雯 女 东华大学 英语（翻译方向） 数字媒体艺术

38 210690316 王唯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纺织品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39 210410230 吴文彬 男 东华大学 功能材料 数字媒体艺术

40 210680124 杨启帆 男 东华大学 产品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41 210500119 许天喆 女 东华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创意设计）

（中英合作）
数字媒体艺术

42 210610125 杨博雯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43 210691215 王祎雯 女 东华大学 环境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44 210250127 贡革吉美 男 东华大学 法学 数字媒体艺术

45 210200131 肖翔曦 男 东华大学 传播学（卓越时尚传播） 数字媒体艺术

46 210200206 李君淼 女 东华大学 传播学 数字媒体艺术

47 210400602 李梦媛 女 东华大学 纺织工程（高技术纺织品） 数字媒体艺术



48 211010506 鲁焰 女 东华大学 生物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49 210400126 徐睿渊 男 东华大学 传播学 数字媒体艺术

50 211010202 关心 女 东华大学 生物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51 210610231 陈逸飞 男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卓越班） 数字媒体艺术

52 210200121 夏怡婷 女 东华大学 传播学（卓越时尚传播） 数字媒体艺术

53 210610224 易莉馨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54 211430207 殷子琪 女 东华大学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55 210610227 张雨轩 女 东华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56 210650102 陈思睿 女 东华大学 艺术与科技 数字媒体艺术

57 211310321 马世源 男 东华大学 软件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58 210200124 余昕遥 女 东华大学 教育技术学（媒体制作与传播） 数字媒体艺术

59 211040111 余宁 女 东华大学 轻化工程（中德） 数字媒体艺术

60 211440107 张世艺 女 东华大学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61 210006001 李奕彤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广告学 数字媒体艺术

62 210006002 金一凡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数字媒体艺术

63 210006003 陈亦弈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 数字媒体艺术

64 210006004 杨涵文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 数字媒体艺术

65 210006005 邵一格 女 华东政法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

66 210006006 姚奕冰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67 210006007 叶真真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印度尼西亚语 数字媒体艺术

68 210006008 李倩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语 数字媒体艺术

69 210006009 郝雪莹 女 华东政法大学 公共事业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

70 210006010 赖若彦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71 210006011 吴乐怡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工商管理类 数字媒体艺术

72 210006012 蔡重千 女 上海大学 日语 数字媒体艺术

73 210006013 戴盈盈 女 上海电机学院 财务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

74 210006014 沈昕奕 女 华东政法大学 日语 数字媒体艺术

75 210006015 何鸣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产品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76 210006016 王楚棋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翻译 数字媒体艺术

77 210006017 李欣悦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语 数字媒体艺术

78 210006018 马可欣 女 上海建桥学院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数字媒体艺术

79 210006019 夏梦鸽 女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80 210006020 丁旭菲 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类 数字媒体艺术

81 210006021 王明月 女 上海大学 日语 数字媒体艺术

82 210006022 徐珺洁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英语 数字媒体艺术

83 210006023 彭艺瑄 女 上海电机学院 市场营销 数字媒体艺术

84 210006024 陈佳君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车辆工程（城市轨道交通方向） 数字媒体艺术

85 210006025 林钰澜 女 上海政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 数字媒体艺术

86 210006026 刘颜绮 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物流管理（中澳合作） 数字媒体艺术

87 210006027 王一飞 女 上海戏剧学院 影视摄影与制作 数字媒体艺术

88 210006028 金洁瑒 女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学类 数字媒体艺术

89 210006029 陈璐雯 女 华东政法大学 新闻学 数字媒体艺术

90 210006030 傅彤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91 210006031 戈嘉怡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艺术与科技 数字媒体艺术



92 210006032 曹湘蕊 女 上海戏剧学院 艺术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

93 210006033 熊虹媚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表演 数字媒体艺术

94 210006034 阮宏蔚 男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

95 210006035 孙天文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96 210006036 顾雨婷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

97 210006037 游铠瑞 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涂料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98 210006038 沈聃颖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环境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99 210006039 徐玟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语 数字媒体艺术

100 210006040 赵雅婷 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 工商管理类 数字媒体艺术

101 210006041 杨亦纯 女 华东政法大学 日语 数字媒体艺术

102 210006042 王馨悦 女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服装设计与工程 数字媒体艺术

103 210006043 张杰 女 上海师范大学 动画 数字媒体艺术

104 210006044 姚睿丹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105 210006045 左虹雨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106 210006046 陆妤晴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产品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107 210006047 杨荪珮昱 女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服装与服饰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

108 210006048 邢楚楚 女 上海戏剧学院 影视摄影与制作 数字媒体艺术

109 210006049 杜玉航 女 华东政法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 数字媒体艺术

110 210006050 阿依木热克
·阿斯卡尔

女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应用化学 数字媒体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