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证书编号 辅修学号 主修学号 学生姓名 专业名称 主修学校 性别 主修专业 主修学位 辅修学位 签收

1026********7001 15180321033 10174900121 陈慧敏 应用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理学

1026********7002 15180322260 10174900134 尧紫琪 应用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 女 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 理学

1026********7003 15180323072 10174501134 翟子颀 应用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理学

1026********7004 15180323088 10172100331 邵云皓 应用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 男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工学 理学

1026********7005 15180323094 10175401109 秦嘉羽 应用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 女 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 理学

1026********7006 15180323112 10170740107 张烨 应用心理学 华东师范大学 女 德语 文学 理学

1026********7007 15180321076 171430206 王锦毓 应用心理学 东华大学 女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管理学 理学

1026********7008 15180321094 170720419 丁嘉宁 应用心理学 东华大学 女 市场营销 管理学 理学

1026********7009 15180323033 170200107 杨惠宁 应用心理学 东华大学 女 传播学 文学 理学

1026********7010 15180322273 10171362 沈皓婷 应用心理学 华东理工大学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理学

1026********7011 15180322248 15120934 李怡非非 应用心理学 上海大学 女 金属材料工程 工学 理学

1026********7012 15180322342 17123393 刘庄婉婷 应用心理学 上海大学 女 汉语言文学 文学 理学

1026********7013 15180321040 171006070307 王旖瑶 应用心理学 上海电机学院 女 英语 文学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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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7014 15180321155 171006070226 刘玉瑾 应用心理学 上海电机学院 女 英语 文学 理学

1026********7015 15180321200 171006040206 龚羽 应用心理学 上海电机学院 女 德语 文学 理学

1026********7016 15180322249 171006070324 吴晓宇 应用心理学 上海电机学院 女 英语 文学 理学

1026********7017 15180323226 20171788 沈子杰 应用心理学 上海电力学院 男 光电信息 工学 理学

1026********7018 15180321122 17041050 冷亦飔 应用心理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女
英语(国际商务英语方向,中英

合作)
文学 理学

1026********7019 15180323197 17008044 孙璐 应用心理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女 日语(商务日语方向) 文学 理学

1026********7020 15180322223 071817128 刘新睿 应用心理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女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理学

1026********7021 15180321083 1613040109 吕盛琦 应用心理学 上海理工大学 女 金融学 经济学 理学

1026********7022 15180322375 170151745 吕小涵 应用心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女 广播电视编导 艺术学 理学

1026********7023 15180323037 170154004 周秋雨 应用心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女 工程管理 管理学 理学

1026********7024 15170322214 0161105002 凌怡静 应用心理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女 法语 文学 理学

1026********7025 15180321081 0171101012 陈娪嫣 应用心理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女 英语 文学 理学

1026********7026 15180321141 0171114044 罗西 应用心理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女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理学

1026********7027 15180321108 2116111012022 杨上又 应用心理学 上海戏剧学院 女 表演(戏剧影视) 艺术学 理学

1026********7028 15180322210 1712100619 王笑奕 应用心理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女 劳动与社会保障 管理学 理学



1026********7029 15180323022 1710631205 刘沥代钦 应用心理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女 安全工程 工学 理学

1026********7030 15170713123 160111610 顾张玥 英语 上海师范大学 女 音乐学(师范) 艺术学 文学

1026********7031 15180711002 170720618 冯佳艺 英语 东华大学 女 财务管理 管理学 文学

1026********7032 15180711036 170720617 郑惟昳 英语 东华大学 女 会计学 管理学 文学

1026********7033 15182331036 B17050102007 童欣 人力资源管理 上海健康医学院 女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 管理学

1026********7034 15170322162 160720223 索仑 应用心理学 东华大学 男 市场营销 管理学 理学

1026********7035 15170323188 091316113 朱紫雅 应用心理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女 纺织工程 工学 理学

1026********7036 15170323252 16409040205 李瑞云 应用心理学 上海商学院 女 服装与服饰设计 艺术学 理学

1026********7039 15180321139 0171101004 陈嘉玮 应用心理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女 英语 文学 理学

1026********7040 15180322247 2117223011004 吴钒濛 应用心理学 上海戏剧学院 男 播音与主持艺术 艺术学 理学

1026********7041 15180323074 0171108008 郝欣凌 应用心理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女 希腊语 文学 理学

1026********7042 15180323264 17221040228 阳微 应用心理学 上海商学院 女 法学 法学 理学

1026********7043 15180721052 10172900209 陆骄 日语 华东师范大学 女 视觉传达设计 艺术学 文学

1026********7045 15182331050 170610229 段灵语 人力资源管理 东华大学 女 服装设计与工程 工学 管理学

1026********7046 15171151062 16122731 成怡帆 公共关系学 上海大学 男 金融学 经济学 管理学



1026********7047 15181151037 17123731 庄羽 公共关系学 上海大学 女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学 管理学

1026********7048 15181151086 17123765 陈瑜婕 公共关系学 上海大学 女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学 管理学

1026********7049 15182331011 17121767 丁晗 人力资源管理 上海大学 男 智能科学与技术 工学 管理学

1026********7050 15181151074 f17210117 沈嘉曦 公共关系学 上海杉达学院 女 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 管理学

1026********7051 15182332017 17151040104 董丽潇 人力资源管理 上海商学院 女 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学 管理学

1026********7052 15171151006 1620620124 谭希欣 公共关系学 上海政法学院 女 广播电视学 文学 管理学

1026********7053 15172331048 160140459 常可欣 人力资源管理 上海师范大学 女 广告学 文学 管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