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辅修专业拟录取名单（德语）

序号 主修学号 辅修学号 主修学校 辅修专业

1 190200108 fxdh190200108 东华大学 德语

2 200110223 fxdh200110223 东华大学 德语

3 200720707 fxdh200720707 东华大学 德语

4 200860128 fxdh200860128 东华大学 德语

5 200910510 fxdh200910510 东华大学 德语

6 201040106 fxdh201040106 东华大学 德语

7 201210168 fxdh201210168 东华大学 德语

8 011120331 fxgc01112033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9 011620316 fxgc011620316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10 011720318 fxgc011720318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11 021220310 fxgc02122031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12 021520227 fxgc021520227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13 031320218 fxgc031320218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14 031420206 fxgc031420206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15 031420229 fxgc031420229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16 031920116 fxgc031920116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17 031920138 fxgc031920138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18 031C20122 fxgc031C2012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19 041420122 fxgc04142012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20 041420220 fxgc04142022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21 071120103 fxgc07112010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22 071120127 fxgc071120127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23 071120132 fxgc07112013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24 071820214 fxgc071820214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25 071B20119 fxgc071B20119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26 081920102 fxgc08192010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27 081920136 fxgc081920136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28 081920408 fxgc081920408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29 081920411 fxgc08192041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30 101120211 fxgc10112021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31 101120216 fxgc101120216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32 101220224 fxgc101220224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33 181120117 fxgc181120117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34 181120124 fxgc181120124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35 181120213 fxgc181120213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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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辅修专业拟录取名单（德语）

序号 主修学号 辅修学号 主修学校 辅修专业

36 200529010222 fxhz200529010222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37 200530010054 fxhz200530010054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38 200624010017 fxhz200624010017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39 200928010107 fxhz200928010107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40 201016010067 fxhz201016010067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41 201127010039 fxhz201127010039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42 202125010028 fxhz202125010028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43 202125010029 fxhz202125010029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44 202125010031 fxhz202125010031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45 202125010164 fxhz202125010164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46 202125010168 fxhz202125010168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47 202125010245 fxhz202125010245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48 202125010279 fxhz202125010279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49 202125010391 fxhz202125010391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50 202125010486 fxhz202125010486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51 202125010547 fxhz202125010547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52 202125010559 fxhz202125010559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53 202125010577 fxhz202125010577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54 202125010579 fxhz202125010579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55 202125010605 fxhz202125010605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56 202125010611 fxhz202125010611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57 202125010679 fxhz202125010679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58 202125010697 fxhz202125010697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59 202125010782 fxhz202125010782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60 202125010876 fxhz202125010876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61 202125010890 fxhz202125010890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62 202125011085 fxhz202125011085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63 202125011096 fxhz202125011096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64 202125020052 fxhz202125020052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65 202125020143 fxhz202125020143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66 202125020150 fxhz202125020150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67 202125020165 fxhz202125020165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68 202125020193 fxhz202125020193 华东政法大学 德语

69 201240421 fxlx201240421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70 201240510 fxlx201240510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71 201290510 fxlx201290510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72 201290514 fxlx201290514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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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修学号 辅修学号 主修学校 辅修专业

73 201400125 fxlx201400125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74 201420218 fxlx201420218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75 201420450 fxlx201420450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76 201440126 fxlx201440126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77 201540224 fxlx201540224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78 201911135 fxlx201911135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79 201920108 fxlx201920108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德语

80 2020330008 fxsj2020330008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德语

81 2020330019 fxsj2020330019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德语

82 2020330060 fxsj2020330060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德语

83 2020430015 fxsj2020430015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德语

84 2020441013 fxsj2020441013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德语

85 2020710029 fxsj2020710029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德语

86 2020710082 fxsj2020710082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德语

87 0201110013 fxsw0201110013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88 0201113014 fxsw0201113014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89 0201113069 fxsw0201113069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90 0201114030 fxsw0201114030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91 0201123013 fxsw0201123013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92 0201126001 fxsw0201126001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93 0201126003 fxsw0201126003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94 0201126011 fxsw0201126011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95 0201126027 fxsw0201126027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96 0201126028 fxsw0201126028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97 0201126034 fxsw0201126034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98 0201126056 fxsw0201126056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99 0201126068 fxsw0201126068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100 0201126072 fxsw0201126072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101 0201126074 fxsw0201126074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102 0201128020 fxsw0201128020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103 0201128021 fxsw0201128021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104 0201147033 fxsw0201147033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105 0201147062 fxsw0201147062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106 0201149023 fxsw0201149023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107 0201163019 fxsw0201163019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108 0201163040 fxsw0201163040 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

109 20001013 fxwm20001013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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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修学号 辅修学号 主修学校 辅修专业

110 20001065 fxwm20001065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11 20001066 fxwm20001066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12 20001067 fxwm20001067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13 20001100 fxwm2000110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14 20008031 fxwm2000803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15 20008032 fxwm2000803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16 20043014 fxwm2004301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17 20043023 fxwm20043023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18 20044030 fxwm20044030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19 20044087 fxwm20044087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20 20047031 fxwm2004703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21 20059014 fxwm2005901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22 20059024 fxwm20059024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23 20061019 fxwm20061019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24 20062122 fxwm2006212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25 20062167 fxwm20062167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26 20062175 fxwm20062175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27 20067087 fxwm20067087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128 20080035 fxwm20080035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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