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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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 号文《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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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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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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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忆蕾 上海市武宁中学 

邓瑞杰 上海市武宁中学 

郑宇馨 上海市洵阳中学 

徐沐妍 上海市洵阳中学 

王芷玫 上海市北海中学 

许烨 上海市北海中学 

邵文琼 上海市北海中学 

熊琪 上海市北海中学 

李睿杰 上海市北海中学 

郑玉鲲 上海市北海中学 

荣诚祺 上海市北海中学 

谭韩亦 上海市北海中学 

王懿冰 上海市延河中学 

王嘉祺 上海市延河中学 

张柏仟 上海市延河中学 

林琳 上海市延河中学 



刘倩 上海市兴陇中学 

刘芸洁 上海市兴陇中学 

曹星语 上海市兴陇中学 

陈诺 上海市兴陇中学 

陈心悦 上海市兴陇中学 

何琳昕 上海市兴陇中学 

沈鹭瑶 上海市兴陇中学 

朱承哲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李振凯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奚睿豪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王怀阳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王佳音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朱睿晗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刘煜乾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沙莹星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熊静宜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匡一龙 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 

周甦洋 上海市怒江中学 

唐奕杰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祁思远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实验学校 

孙丽叶 上海市真北中学 

冯  蒨 上海市真北中学 

葛黎雅 上海市真北中学 

梁?言 上海市真北中学 

虞昊天 上海市真北中学 

汪洋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陈喆韵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黄梦迪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王贽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许昕蕾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苏浩贇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肖瑶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章文杰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徐嘉宁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许馨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王菁菁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冯 楷 上海市梅陇中学 

应岳宁 上海市梅陇中学 

严思彬 上海市梅陇中学 

韩屹晨 上海市梅陇中学 

曹凌宇 上海市梅陇中学 

奚乐龄 上海市梅陇中学 

沈于钦 上海市梅陇中学 

庄天爱 上海市梅陇中学 

刘懿萱 上海市梅陇中学 

张婧芸 上海市梅陇中学 

倪扬 上海市梅陇中学 

冀佳豪 上海市梅陇中学 

雷文彦 上海市梅陇中学 

谈力铭 上海市梅陇中学 

朱思齐 上海市梅陇中学 

缪凌悦 上海市梅陇中学 



黄一非 上海市梅陇中学 

刘思辰 上海市梅陇中学 

董绎文 上海市梅陇中学 

乔若含 上海市梅陇中学 

王心琪 上海玉华中学 

李晨曦 上海玉华中学 

杨沁郡 上海玉华中学 

陈铮皓 上海玉华中学 

王书文 上海玉华中学 

陈思艺 上海玉华中学 

汪佳英 上海兰田中学 

丁凯伦 上海兰田中学 

蒋岳霖 上海兰田中学 

厉倩如 上海兰田中学 

龚佳妮 上海兰田中学 

陈乐 上海兰田中学 

蒋郭佳 上海兰田中学 

归佳仪 上海兰田中学 

王伊凝 上海市曹杨中学 

石艺茹 上海市曹杨中学 

过译婵 上海市曹杨中学 

莫逸丹 上海市曹杨中学 

蒋晨曦 上海市曹杨中学 

钱昱 上海市曹杨中学 

程枭书 上海市曹杨中学 

柳席臻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张明洋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夏瑜晴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张杨焜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李心怡 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黄子玲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张若敏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杨其振 上海市甘泉外国语中学 

陈岑 上海市新杨中学 

程诗洁 上海市新杨中学 

金瑜菲 上海市新杨中学 

姚仪雯 上海市新杨中学 

朱靖怡 上海市新杨中学 

孙擎宇 上海市新杨中学 

张骏 上海市新杨中学 

叶俊杰 上海市新杨中学 

陆正皓 上海市长征中学 

王韫昊 上海市长征中学 

张奕伟 上海市长征中学 

樊亦瑄 上海市长征中学 

刘丽莉 上海市长征中学 

张乐豪 上海市长征中学 

李诺 上海市长征中学 

严劭杰 上海市长征中学 

陈昊 上海市长征中学 

袁睿 上海市长征中学 

郁梦婷 上海市桃浦中学 



顾怡伟 上海市桃浦中学 

顾思杰 上海市桃浦中学 

张睿鑫 上海市桃浦中学 

陈笑涵 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安师实验中学 

张婧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王子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万方煜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万彤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杨智琰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陈君键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何真綮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宾宸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刘研萌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杨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刘欣平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潘睿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刘懿洋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陈艺文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许轶旸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叶子正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张济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进华中学 

管晓予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冒奕凡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赵嘉莹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徐静杨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黄彦玮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肖涵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叶知秋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李昕悦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龚舒凯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陈炜 上海培佳双语学校 

丁振莹 上海市铜川学校 

李研玉 上海市铜川学校 

童瑶艺 上海市铜川学校 

李佳欣 上海市沙田学校 

葛阳 上海市沙田学校 

吴采芸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陈宬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施玥欣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李一苇 上海市子长学校 

赵依歆 上海市子长学校 

夏翊芸 上海市子长学校 

李旭敏 上海市洛川学校 

任  颖 上海市洛川学校 

斯凌悦 上海市洛川学校 

杨如沁 上海市洛川学校 

陈天一 上海市洛川学校 

王恺文 上海市洛川学校 

孙泽佳惠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张子涵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侯乐妍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袁吟轩 上海市宜川中学附属学校 



汤博雅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陈嘉轩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张菁婷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杨颖琪 上海市曹杨中学附属学校 

陆晓帆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杨以涵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潘镐城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赵怡婷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周赟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袁奕萌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郑宇轩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张亦驰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王瑞冰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戈洋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戎靖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徐炎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刘宇暄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附属学校 

刘西檬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朱琦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龚臣杰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黄葛铖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李喆钰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虞仕杰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陶昕雨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吴仪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戴俊泽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朱逸晖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奚沁玥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附属学校 

陈秋宇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吕思琦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吕思玮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陈淇灵 上海市民办新黄浦实验学校 

密雪儿 上海市江宁学校 

周文皓 上海市江宁学校 

侯雨坤 上海市江宁学校 

俞佳瑶 上海市江宁学校 

黄景元 上海市江宁学校 

王鑫 上海市江宁学校 

马一茗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钱易申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王轶阳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管理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徐申杰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黄语桐 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方桢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戴涛 上海市万里城实验学校 

 

普陀区教育考试中心 

2019 年 5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