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名单（162 人）

序号 姓名 学院 序号 姓名 学院

1 姜迎夏 胜祥商学院 33 沈妍菁 胜祥商学院

2 茅燕军 胜祥商学院 34 金佳慧 胜祥商学院

3 钱嘉怡 胜祥商学院 35 梁钰 胜祥商学院

4 周佩强 胜祥商学院 36 冉静 胜祥商学院

5 秦平 胜祥商学院 37 秦玉兰 胜祥商学院

6 徐灵雁 胜祥商学院 38 武树祎 胜祥商学院

7 沈本杰 胜祥商学院 39 陈婷婷 胜祥商学院

8 李艺 胜祥商学院 40 吴佳妮 胜祥商学院

9 贾京京 胜祥商学院 41 李锋 胜祥商学院

10 吴丹洁 胜祥商学院 42 朱佳楠 胜祥商学院

11 乔敏 胜祥商学院 43 张竸文 胜祥商学院

12 朱莎雨 胜祥商学院 44 万蒙 胜祥商学院

13 王超君 胜祥商学院 45 刘冰 胜祥商学院

14 王佳燕 胜祥商学院 46 吕晶晶 胜祥商学院

15 沈行 胜祥商学院 47 陈思宇 胜祥商学院

16 徐嘉灏 胜祥商学院 48 胡梦瑞 胜祥商学院

17 方思怡 胜祥商学院 49 刘丽萍 胜祥商学院

18 陈曦 胜祥商学院 50 江悦颖 胜祥商学院

19 倪佳君 胜祥商学院 51 朱晓琼 胜祥商学院

20 叶粤婷 胜祥商学院 52 刘天 管理学院

21 解润汇 胜祥商学院 53 魏雪 管理学院

22 夏丽苗 胜祥商学院 54 赵亚欣 管理学院

23 龚崔伟 胜祥商学院 55 王玥 管理学院

24 唐蓓莉 胜祥商学院 56 陈晖 管理学院

25 唐嘉玲 胜祥商学院 57 童思劼 管理学院

26 郭林萱 胜祥商学院 58 胡申玥 管理学院

27 叶欣如 胜祥商学院 59 周佳莹 管理学院

28 钱静 胜祥商学院 60 陶浩亮 管理学院

29 罗文玺 胜祥商学院 61 和芹芹 管理学院

30 徐圆圆 胜祥商学院 62 李显松 管理学院

31 黄嘉毅 胜祥商学院 63 姚玲娜 管理学院

32 李舒敏 胜祥商学院 64 季雨婧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65 朱静怡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1 邵伊蕾 外语学院

66 刘晓蕾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2 黄怡菁 外语学院

67 薛旻旻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3 朱音瑶 外语学院

68 童玉然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4 严佳豪 外语学院

69 张勤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5 王柏宁 外语学院

70 陈欣蓉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6 王敏 外语学院

71 张清艳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7 胡静怡 外语学院

72 陆紫怡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8 彭莲 外语学院

73 管恩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09 罗艳旻 外语学院

74 黄一晨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10 徐靓瀛 外语学院

75 张依依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111 宗雪 外语学院

76 崔黎明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2 郑耀达 艺术与设计学院

77 赖国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3 唐绍钧 艺术与设计学院

78 邓少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4 杨旭程 艺术与设计学院

79 张禹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5 李依 艺术与设计学院

80 汪保序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6 张春 艺术与设计学院

81 吴瑾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7 范靖雯 艺术与设计学院

82 陈佳莹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8 卢昉烨 艺术与设计学院

83 屠天元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19 吴阳 艺术与设计学院

84 唐子璇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0 薛梦兰 艺术与设计学院

85 施曹怡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1 张怡 艺术与设计学院

86 易宝珍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2 谈洁如 艺术与设计学院

87 杨营营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3 卢欢 传媒学院

88 庄顺顺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4 赵思迪 传媒学院

89 邓亚玲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5 马梦妮 传媒学院

90 刘依倩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6 张碧薇 传媒学院

91 李知琪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7 高嘉艺 传媒学院

92 张人仁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8 彭郁森 传媒学院

93 乐勤煜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129 金妮肖 传媒学院

94 徐俊 外语学院 130 汪洁 传媒学院

95 沈宏伟 外语学院 131 王一新 传媒学院

96 唐栋雯 外语学院 132 陈玥 传媒学院

97 王洁雯 外语学院 133 王晨 传媒学院

98 刘彦 外语学院 134 杨一铭 传媒学院

99 杨紫菱 外语学院 135 黄雨婷 传媒学院

100 黄佳倩 外语学院 136 徐童 时尚学院



137 黄雯雯 时尚学院 150 秦羽婕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38 段佩佩 时尚学院 151 刘羿帆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39 畅兴娜 时尚学院 152 鲁珏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40 陈婷婷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3 高凌志 沪东工学院

141 裘陈瑶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4 管昀蔚 沪东工学院

142 王一婷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5 闻昊宸 沪东工学院

143 冯晓雅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6 吕思念 沪东工学院

144 毛莹莹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7 周保元 沪东工学院

145 吕莎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8 包勇勇 沪东工学院

146 周奕楠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59 袁博雯 沪东工学院

147 开妍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60 洪晖华 沪东工学院

148 朱珍芝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61 陈家铭 沪东工学院

149 姚静 国际医学技术学院 162 辛凯 沪东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