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上海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提前招生录取” 

推荐生名单网上公示 

根据沪教委基〔2020〕17 号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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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校推荐总

人数不得超过具有 2020 年中招报名资格的本校在籍且在读应届初三

学生数的 7%。经就读学校推荐和区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以

下 2020 年上海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提前招生录取”普陀区推荐生

名单： 

姓名 就读学校 

孙思涵 上海市武宁中学 

李嘉萱 上海市洵阳中学 

陈庄迪 上海市洵阳中学 

魏婉佳 上海市北海中学 

赵彦婕 上海市北海中学 

沈罗曼 上海市北海中学 

秦方正 上海市北海中学 

陈珺 上海市北海中学 

顾奕 上海市北海中学 

夏可凡 上海市北海中学 

马婧怡 上海市延河中学 

王玺悦 上海市延河中学 

李俊霏 上海市延河中学 

张毅成 上海市延河中学 

吴明杰 上海市延河中学 

李运坤 上海市延河中学 

於诗怡 上海市兴陇中学 

周雨杰 上海市兴陇中学 

黄昀哲 上海市兴陇中学 

康乐萍 上海市兴陇中学 



王欣瑜 上海市兴陇中学 

高歆懿 上海市兴陇中学 

励颖珊 上海市兴陇中学 

庄靖杰 上海市兴陇中学 

周姝含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熊多多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王思涵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朱乐怡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郭奕凡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陆俊辰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戚骏杰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李睿思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杜雨燕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陈叶嘉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陆辰 上海市怒江中学 

林素欣 上海市怒江中学 

仓颢文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彭勃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郑浩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蒋哲诚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王羽桐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周宇悦 上海市真北中学 

廖晶晶 上海市真北中学 

邰依琳 上海市真北中学 

户皓曈 上海市真北中学 

袁潇阳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周玮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徐云鹏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吴欣申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叶子珊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黄嘉毅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周怿飞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陈炫伊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丁诗霖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马娅楠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李文浩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张思佳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张梓轩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黄靖 上海市梅陇中学 

张则泓 上海市梅陇中学 

汤裕阳 上海市梅陇中学 

居芊婷 上海市梅陇中学 

蒋奕蕾 上海市梅陇中学 

郑睿怡 上海市梅陇中学 

赵碧畅 上海市梅陇中学 

杨海逸 上海市梅陇中学 

王颢竣 上海市梅陇中学 

梁屹贇 上海市梅陇中学 

唐奕晨 上海市梅陇中学 

张奕欣 上海市梅陇中学 

吴锦文 上海市梅陇中学 

唐士程 上海市梅陇中学 

陆志恒 上海市梅陇中学 

潘炳言 上海市梅陇中学 

耿星妍 上海市梅陇中学 

徐艺昕 上海市梅陇中学 

王思语 上海市梅陇中学 

姜贞妮 上海市梅陇中学 

金智卉 上海市梅陇中学 

周彦珏 上海兰田中学 



毛辰宇 上海兰田中学 

朱峻成 上海兰田中学 

沈子胤 上海兰田中学 

沈天一 上海兰田中学 

贺紫琰 上海兰田中学 

吴思源 上海兰田中学 

邹榆冬 上海兰田中学 

陈飞帆 上海兰田中学 

季子桉 上海兰田中学 

林皓 上海兰田中学 

徐熹骏 上海兰田中学 

严昊 上海兰田中学 

何熊言 上海兰田中学 

王徐纯 上海兰田中学 

滕荣 上海兰田中学 

徐飞颺 上海兰田中学 

于艳 上海兰田中学 

吴予婕 上海兰田中学 

钱子歆 上海兰田中学 

刘屹祾 上海兰田中学 

沈英杰 上海兰田中学 

曹御骋 上海市曹杨中学 

陈宇劼 上海市曹杨中学 

张子晗 上海市曹杨中学 

金彦佳 上海市曹杨中学 

黄心怡 上海市曹杨中学 

严璟怡 上海市曹杨中学 

季骞仪 上海市曹杨中学 

韩天吉 上海市曹杨中学 

严萌琦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李秋琰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范顺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章婷婷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刘桢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史依芸 上海市新杨中学 

陈曦 上海市新杨中学 

马维骅 上海市新杨中学 

曹伊雯 上海市新杨中学 

刘浩然 上海市新杨中学 

张翼宸 上海市新杨中学 

金佳敏 上海市新杨中学 

葛祖恺 上海市新杨中学 

洪杰 上海市新杨中学 

陈思雨 上海市长征中学 

张佳妮 上海市长征中学 

王皓然 上海市长征中学 

姚凯文 上海市长征中学 

邵赟 上海市长征中学 

周悦 上海市长征中学 

乔悦 上海市长征中学 

张思彤 上海市长征中学 

刘致洋 上海市长征中学 

黄佳颖 上海市长征中学 

谭乐天 上海市长征中学 

陈璇妮 上海市桃浦中学 

顾嘉越 上海市桃浦中学 

陈奇奇 上海市桃浦中学 

姚珖骅 上海市桃浦中学 

沈天仪 上海市普陀区明翔实验学校 

顾雨辰 上海市普陀区明翔实验学校 



范敏培 上海市普陀区明翔实验学校 

顾欣怡 上海市普陀区明翔实验学校 

沈莉珈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沈谦益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时嘉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尤雅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张钦皓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劳用誉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许辰鸿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李彦嵘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肖瑶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胡雨嘉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焦姝涵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刘畅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黄远森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戚宇昂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方羽杰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董玏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孙修明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吴瑞泽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岳子旖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雷若昕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张铭淇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姚可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高凌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王智涵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朱京睿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邵嘉欣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谢咏怡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上官文臻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王晓琪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秦羽恒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秦量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戴星语 上海市铜川学校 

赵纯奕 上海市铜川学校 

胡安然 上海市铜川学校 

毛艺青 上海市铜川学校 

严煜 上海市沙田学校 

凌梓晴 上海市沙田学校 

张恩瑞 上海市沙田学校 

陈余蓉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计琳娜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邹奕天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陆梓怡 上海市子长学校 

彭佩玲 上海市子长学校 

毛志鸿 上海市子长学校 

李诗韵 上海市洛川学校 

林彤 上海市洛川学校 

杨亦晴 上海市洛川学校 

俞紫嫣 上海市洛川学校 

冯澜 上海市洛川学校 

薛佳莹 上海市洛川学校 

许添 上海市洛川学校 

林晰瑞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徐珺玥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王得意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余子涵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钱威旭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胡文婕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翁馨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王晓易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张昕玥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张子钰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卞翊徐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陈予祺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卞瑞杰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汤毅恒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沈星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程含悦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孙孜培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王昊翔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陈泓烨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沈立煜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李瑾玥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王一川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吴神宇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王傲蝶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陈蕴泽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浦毅程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陶子麒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朱天翼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冯欣瑜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傅歆祎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黄嘉媛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宁辰希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徐润萱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杨佳宁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杨可渲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杨亦清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陈俊杰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刘恒宇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吕瑞熙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常婕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戴欣裕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张悦尘 上海市江宁学校 

彭润昕 上海市江宁学校 

孙居正 上海市江宁学校 

赵彦凯 上海市江宁学校 

屠毅凯 上海市江宁学校 

高欣妍 上海市江宁学校 

梁彦劼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戴乐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廖奕阳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杨博良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俞建吉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陈嘉宁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曾翔鹤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龚灿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钱佳漪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孙佳雯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范佳玥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普陀区教育考试中心 

2020 年 5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