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苑中学2022年嘉定区名额分配到校人员名单公示表

序号 初中毕业学校 姓名 性别 中考报名号

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杨陈乐 男性 221410100001

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王张宜 男性 221410100002

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姚宏祥 男性 221410100003

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陈子豪 男性 221410100004

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费逸涛 男性 221410100006

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陶张哲晨 男性 221410100007

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王嘉豪 男性 221410100008

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饶文韬 男性 221410100009

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桂宇翔 男性 221410100011

1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王佳欢 男性 221410100017

1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仝语馨 女性 221410100018

1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詹雅筑 女性 221410100019

1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周思甜 女性 221410100020

1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童怡婷 女性 221410100022

1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陈佩雯 女性 221410100023

1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陈宣如 女性 221410100024

1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钟妍 女性 221410100027

1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薛柯依 女性 221410100029

1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马欣怡 女性 221410100030

2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顾嘉浩 男性 221410100032

2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顾梁浩 男性 221410100033

2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陆惟怿 男性 221410100034

2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刘昊 男性 221410100035

2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倪轩哲 男性 221410100036

2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金宇杰 男性 221410100037

2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朱陈豪 男性 221410100038

2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吴皓洋 男性 221410100039

2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金思恬 女性 221410100045

2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王叶 女性 221410100046

3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孙苡龄 女性 221410100047

3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金优 女性 221410100048

3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王与时 女性 221410100049

3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赵佳宇 女性 221410100050

3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沈雨彤 女性 221410100051

3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彭若惜 女性 221410100052

3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张子涵 男性 211410100113



南苑中学2022年嘉定区名额分配到校人员名单公示表

序号 初中毕业学校 姓名 性别 中考报名号

3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董寅啸 男性 221410100060

3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郭逸轩 男性 221410100061

3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甘志聪 男性 221410100062

4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曹志玮 男性 221410100063

4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汤珉杰 男性 221410100064

4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朱望淞 男性 221410100065

4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高嘉晟 男性 221410100066

4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高沈宇 男性 221410100067

4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张闯 男性 211410100115

4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周陈豪 男性 211410100140

4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李治为 男性 221410100069

4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赵彦斌 男性 221410100071

4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韩莉雅 女性 221410100077

5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王筱祎 女性 221410100078

5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秦怡婷 女性 221410100080

5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龚欣妍 女性 221410100081

5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陈曦蓓 女性 221410100082

5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汪灿 女性 221410100084

5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戴以恒 女性 221410100086

5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王体锐 女性 221410100089

5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刘楚钰 男性 221410100091

5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张熙正 男性 221410100092

5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秦舒宇 男性 221410100093

6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任英杰 男性 221410100094

6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葛浩 男性 221410100095

6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王铭琪 男性 221410100096

6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郝翔宇 男性 221410100097

6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曲承乾 男性 221410100098

6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朱梦涵 女性 221410100104

6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吴王羽 女性 221410100105

6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许诺 女性 221410100106

6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金思涵 女性 221410100107

6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金秀 女性 221410100108

7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张雨萱 女性 221410100109

7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叶雨青 女性 211410100127

7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李亦欣 女性 2214101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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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杨思徐 男性 221410100118

7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沈嘉裕 男性 221410100119

7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陈浩天 男性 221410100120

7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宗毅晨 男性 221410100121

7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汤黄天 男性 221410100122

7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姚睿颐 男性 221410100124

7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胡涛 男性 221410100125

8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苏逸 男性 221410100126

8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吴昊 男性 221410100128

8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潘茗儿 女性 221410100133

8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李佳怡 女性 221410100134

8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王凌萱 女性 221410100135

8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汤叶 女性 221410100136

8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朱佳琪 女性 221410100137

8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陈玉芬 女性 221410100138

8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贾忆书 女性 221410100139

8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胡笑月 女性 221410100142

9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朱梓铭 男性 221410100143

9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吴逸凡 男性 221410100144

9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何雨新 男性 221410100145

9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徐乐琰 男性 221410100146

9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张思睿 男性 221410100147

9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许孝培 男性 221410100148

9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夏颂 男性 221410100149

9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李尚涵 男性 221410100150

9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薛源 男性 221410100151

9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陈俊南 男性 221410100152

100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唐振 男性 221410100153

101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刘语菲 女性 221410100158

102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李思懿 女性 221410100159

103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徐睿颜 女性 221410100160

104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冯梓茵 女性 221410100161

105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周珺翊 女性 221410100162

106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刘越 女性 221410100163

107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魏岳智源 女性 221410100164

108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郑燕佳 女性 22141010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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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陈佳怡 女性 221410100168

填表人：周如玉              填表日期： 2022.6.13         盖章：上海市嘉定区南苑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