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号 姓名 性别 专业 学位类别

177050305001 张瑶 女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03 高恩乔 女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04 邓杰 男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06 徐子翔 男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09 游化元 男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17 王焕 女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21 华园 女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24 刘钰琦 男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25 修丽亚 女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32 张雨秋 女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34 袁丽霞 女 传播学 文学

177050305045 乔依依 女 传播学 文学

177110209006 毛文星 男 电子商务 管理学

177030101002 王璐瑜 女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03 李祎洁 女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04 史菁 女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06 钱晨 男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07 邓林 女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08 姚可臻 女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09 沈计 女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10 杨若易 女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15 蒋慧芳 女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23 郑洁 女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29 周国卫 男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35 龚翔 男 法学 法学

177030101053 杨理帆 女 法学 法学

155110104008 林森 男 工程管理 管理学

155110104011 吴丹静 女 工程管理 管理学

177110104001 陈伟华 男 工程管理 管理学

177110104010 李若宸 男 工程管理 管理学

177110104017 邢发雪 女 工程管理 管理学

177110104026 范展 男 工程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01 叶金鑫 男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03 左燕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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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10201004 周一鸣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06 朱秀丽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10 安振溥 男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14 周丹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18 顾腾 男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23 李芸芸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27 覃琴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40 闵依婕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41 高旭琦 男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45 唐月敏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49 黄文强 男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56 沈慧燕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57 叶小慧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60 曲晶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1087 王娟娟 女 工商管理 管理学

177111201003 龚春杰 男 工商管理（嘉定教学点） 管理学

177111201004 金秀芬 女 工商管理（嘉定教学点） 管理学

177111201008 王敬富 男 工商管理（嘉定教学点） 管理学

177111201019 李小莉 女 工商管理（嘉定教学点） 管理学

177111201020 李灵素 女 工商管理（嘉定教学点） 管理学

177111201021 贾良才 男 工商管理（嘉定教学点） 管理学

177111201031 薛帆 男 工商管理（嘉定教学点） 管理学

155110210003 彭志乐 男 工商管理(物流方向) 管理学

177110305003 陈鑫 男 公共关系学 管理学

177110305004 黎洋 男 公共关系学 管理学

177110305005 陆珺旻 女 公共关系学 管理学

177110305006 吴梦迪 女 公共关系学 管理学

177110305008 胡琦 女 公共关系学 管理学

177110305017 郑珠美 女 公共关系学 管理学

177110305018 黄媖媖 女 公共关系学 管理学

177110305021 文群 女 公共关系学 管理学

155020102006 王益安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55020102008 梁锡静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55020102011 吴晓雪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55020102013 吴盈盈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67020102012 刘建娜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67100801029 冷鹏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01 刘宏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02 刘双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05 朱婷婷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08 章茜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09 乔少雄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11 霍美艳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17 沈天呈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19 马晨曦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20 孙倩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22 陈盈颖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23 张楠楠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25 李松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32 龙珍艳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77020102038 蒋秉龙 男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157050201003 李亚利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01 胡邹芳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02 张秋杰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03 原梦园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06 姚燕娥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07 赵衡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09 虞子叶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10 姚鸿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11 周霞颖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17 吴燕芹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18 闫晓梅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19 阮璐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22 吴皖皖 男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77050101033 王欣赟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155110301002 施云倩 女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55110301008 王晓银 女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55110301020 李子文 男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55110301039 韩敬昌 男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77110301001 许云洪 女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77110301003 邱懿 男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77110301005 季霜霜 女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77110301008 王慧颖 女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77110301009 段松林 女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77110301013 王惜晶 女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77110301016 朱红 女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77110301022 王竞 女 行政管理 管理学

155100701001 吴燕 女 护理学 理学

167100701008 倪婧 女 护理学 理学

167100701022 高佳颖 女 护理学 理学

167100701237 朱倩雯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003 闫方方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007 傅悦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027 周秋凤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029 张建鑫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030 闫文静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076 谈晓颖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107 贺飞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173 黄怡平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178 戴萌萌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325 孙思怡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328 何冰倩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331 徐震海 男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351 顾川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362 张雯婷 女 护理学 理学

177100701381 尤佳玲 女 护理学 理学

167110203038 赵文杰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01 张丰琴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09 朱兰香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10 都利利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12 张少亮 男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14 马小光 男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16 葛曦彤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18 彭文丽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21 杨爽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26 靳春雪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31 刘勤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33 王玥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38 吴彩霞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43 李敏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110203048 单翠翠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177080605001 郑壮亮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77080605004 罗才花 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77080605005 陈娜娜 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77080605007 唐国文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77080605009 施宇波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77080605013 杨召真 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77080605018 陈林立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77080605019 段森森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77080605020 刘天宇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77080605023 张智坤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77080605038 张嘉杰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学

155020104001 黄玉芳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55020104003 林沪琳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55020104005 陈思汇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55020104007 夏明琴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55020104010 何钰钦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55020104027 胡益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55020104031 吴婷婷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55020104050 胡晶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01 刘丽坤 男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02 张哲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04 杜姝琳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05 黄劲超 男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07 张琴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08 黄威翔 男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09 徐君君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11 雷晴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14 汤旻怡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18 欧能军 男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20 陆建安 男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21 李文婷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27 王佳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29 唐雪松 男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33 张琴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34 孔赛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39 丁云腊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44 葛丹丹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58 赵天诚 男 金融学 经济学

177020104093 杨佳奇 男 金融学 经济学

155110205002 周菁 男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55110205005 袁聪美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55110205010 曹思佳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55110205013 田慧丽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55110205021 程明月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01 卢娟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02 沈欣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04 石晶晶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05 王维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06 吴佳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09 罗佳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10 杜娜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15 张瑾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16 樊依琳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17 王芸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18 高梦娟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19 余健雯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20 沈宇翔 男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21 王娟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24 闫竞楠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26 赵晋函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27 钱迹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29 陈园园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33 冯晓君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36 黄凤春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39 龚莹倩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40 彭佳慧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42 环莹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43 应文佳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62 胡梦茜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71 李妍芸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82 顾丽丽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085 张天殊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77110205105 陈雪薇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167111205030 王雯源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0205055 陈依婷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01 高芸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02 张澄霖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03 周珺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06 李雯艳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07 吕海霞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08 任静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10 王妮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11 韩卉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13 曹玉豹 男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16 刘亚楠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20 葛小萱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26 张晓桑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77111205027 俞慧青 女 人力资源管理（枫林） 管理学

157080611059 姚迟赢 男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80611001 陆威 男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80611003 沈鹏云 男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80611005 吴海金 男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80611007 杨愉存 男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80611009 殷会丹 女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80611021 张宁 男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80611028 郭东文 男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80611043 邵智民 男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80611049 杨圳圳 女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80611053 季昊坤 男 软件工程 工学

177030302001 李晓芸 女 社会工作 法学

177030302004 潘李蔚 女 社会工作 法学

177030302005 陈哲逸 女 社会工作 法学

177030302006 徐菲 女 社会工作 法学

177030302012 刘帆 女 社会工作 法学

177030302015 程琳 女 社会工作 法学



177030302017 林倩 女 社会工作 法学

177030302022 王欣婧 女 社会工作 法学

177030302023 丁琛 女 社会工作 法学

177030302028 林志豪 男 社会工作 法学

167110201027 吴菲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01 商钟瑛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02 王艳茗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04 叶秀娜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06 张媛媛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08 莫娟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13 孙德燕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17 徐明明 男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20 陆微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21 陈米雨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22 余文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25 董芸婕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31 刘浩然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32 刘园园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33 姚倩雯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34 宋艺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38 罗晓纯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44 张转转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45 吴亚莉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56 王媛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60 龚思嘉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64 章琼 女 心理学 理学

177071501065 蔡臻炜 男 心理学 理学

177050301001 李媛 女 新闻学 文学

177050301002 刘惠芬 女 新闻学 文学

177050301005 夏青 女 新闻学 文学

177050301006 张思瑞 女 新闻学 文学

177050301008 秦佾达 男 新闻学 文学

177050301009 杨啸波 女 新闻学 文学

177050301012 陈叶茵 女 新闻学 文学

177050301014 陈子 男 新闻学 文学

177050301021 张祎 女 新闻学 文学



177050301045 俞金旻 男 新闻学 文学

155100801008 顾意 男 药学 理学

177100801001 斯正光 男 药学 理学

177100801008 孙倩倩 女 药学 理学

177100801031 唐琪玮 女 药学 理学

177100801038 刘雪云 女 药学 理学

177050201055 段莹 女 英语 文学

177050201064 霍月娥 女 英语 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