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2018 年“专升本”招考各专业录取分数线及预录取名册公示 

 

一、 各专业录取分数线 

 

序号 专业名称（方向） 录取分数线 
“退役士兵”考生

录取分数线 

1 英语 ≥60 分  

2 日语 ≥60 分  

3 法语（双语班） ≥63 分  

4 德语（双语班） ≥60 分  

5 朝鲜语 ≥50 分  

6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65 分  

7 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77 分  

8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73 分  

9 金融学 ≥60 分  

10 会计学（双语班） ≥91 分  

11 国际经济与贸易 ≥92 分  

12 工商管理 ≥50 分 ≥83 分 

13 新闻学（新媒体方向） ≥52 分  

14 新闻学（双语班） ≥52 分 ≥47 分 

15 会展经济与管理（双语班） ≥51 分  

16 法学（双语班） - ≥56 分 



二、 预录取名册 

 

准考证号 姓名 专业名称（方向） 

20180101 王杰城 法学（双语班） 

20180102 李博恩 法学（双语班） 

20180202 王越天 工商管理 

20180205 马悦东 工商管理 

20180206 刘嘉治 工商管理 

20180208 王清雅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80209 孙欣源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80211 胡婧怡 会计学（双语班） 

20180212 王婷彦 金融学 

20180213 姜佩琳 金融学 

20180214 李恩惠 金融学 

20180215 卫昕 金融学 

20180216 涂峰松 金融学 

20180301 刘香蓉 会展经济与管理（双语班） 

20180302 包文彤 会展经济与管理（双语班） 

20180303 张思嘉 会展经济与管理（双语班） 

20180305 李嘉慧 新闻学（双语班） 

20180306 曹一帆 新闻学（新媒体方向） 

20180307 孟秋君 新闻学（新媒体方向） 

20180308 戴奕扬 新闻学（双语班） 

20180309 周佳辉 新闻学（双语班） 



20180311 王萧岚 新闻学（新媒体方向） 

20180312 王泽辰 新闻学（新媒体方向） 

20180313 何其勇 新闻学（双语班） 

20180314 赵慜劼 新闻学（新媒体方向） 

20180316 李晨伶 会展经济与管理（双语班） 

20180401 马玉 英语 

20180402 徐菁 英语 

20180403 卢尧 英语 

20180405 王圣懿 英语 

20180406 蒋思宇 英语 

20180407 赵雨强 英语 

20180408 丁雨欣 英语 

20180409 徐安 英语 

20180410 曹艺钟 英语 

20180411 张思翊 英语 

20180413 查雨萌 英语 

20180414 云倩倩 英语 

20180415 吴梓宁 英语 

20180416 陈龙 英语 

20180417 刘婉莹 英语 

20180418 张璐 英语 

20180420 益思聪 日语 

20180421 李祎 日语 

20180422 朱斯珺 日语 



20180424 刘珺洁 德语（双语班） 

20180425 陈淑华 德语（双语班） 

20180426 蔡畅 德语（双语班） 

20180427 朱涵 德语（双语班） 

20180428 华一尔 德语（双语班） 

20180429 沈妍 德语（双语班） 

20180430 李子欣 德语（双语班） 

20180431 王琰 德语（双语班） 

20180432 潘森澜 德语（双语班） 

20180433 曹晨俊 德语（双语班） 

20180434 陈泽华 德语（双语班） 

20180435 杨兆瑞 德语（双语班） 

20180436 胡洁 法语（双语班） 

20180437 尹捷 法语（双语班） 

20180438 居嘉祺 法语（双语班） 

20180439 杨彬静 法语（双语班） 

20180441 刘雨乔 法语（双语班） 

20180442 杨泽南 法语（双语班） 

20180443 钱瑾 法语（双语班） 

20180444 张润萱 法语（双语班） 

20180445 董丽婕 法语（双语班） 

20180446 王菁 法语（双语班） 

20180447 曹菁华 法语（双语班） 

20180448 倪静雯 法语（双语班） 



20180449 俞可 法语（双语班） 

20180450 林雯 朝鲜语 

20180451 谢芷筠 朝鲜语 

20180501 仇清恺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02 陈元震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03 支又仙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04 梁辰岩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05 姚宇宸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06 姚诗蒙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07 张儒颉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08 瞿涛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09 殷陆浩 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20180510 黄天翼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11 陆孟波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12 李思越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13 周晔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14 朱杨阳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15 程家怡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16 王欣雨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17 丁祉颖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18 周梦蝶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19 张瓅元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20 刘培坤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21 赵帆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22 陈晓新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23 钱泽鹏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24 奚智杰 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艺术设计方向） 

20180525 罗盈颖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26 纪叶浩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27 晏哲瑶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28 徐天辰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29 张苑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30 施天来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31 张海刚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32 王榛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33 蔡舒馨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34 龚皇宇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35 吴星剑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36 范晓琳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37 汪滢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38 费璇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39 倪言博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40 金翼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41 王佳怡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42 顾吉如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43 钱郅豪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44 王为一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45 奚雨婷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47 蒙昊锋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48 许思远 数字媒体艺术（广告设计与策划方向） 

20180550 薛肖莹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51 施周姞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52 杨煜青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53 郭思娴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54 陈夏莹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55 朱文全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20180556 邓婧昀 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制作与设计方向） 

 

三、公示时间：2018 年 5 月 21-27 日   联系电话：51278025 

以上预录取同学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将于 2018 年 6 月初寄

发《录取通知书》及报到相关资料。 

重要提示：所有录取新生凭我校《录取通知书》和专科段《毕

业证书》报到注册，若无专科段《毕业证书》，则我校《录取通

知书》自动失效。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招生办公室 

2018 年 5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