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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男子组、女子组个人名次记录表 

男子组 

名次 单位 姓名 

第一名 华东理工大学 孟苒 

第二名 上海交通大学 周仁迪 

第三名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起帆 

第四名 上海理工大学 常林森 

第五名 上海电力学院 柴文武 

第六名 上海交通大学 冯伟 

第七名 上海交通大学 张九文 

第八名 上海海洋大学 朱吉斌 

女子组 

名次 单位 姓名 

第一名 上海师范大学 殷华 

第二名 复旦大学 徐思聪 

第三名 上海大学 孙肖艳 

第四名 华东政法大学 殷子欣 

第五名 上海大学 魏晓烨 

第六名 复旦大学 高怡雯 

第七名 华东政法大学 朱新笛 

第八名 上海健康医学院 黄恺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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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男子组、女子组个人名次记录表 

男子组 

名次 单位 姓名 

第一名 同济大学 崔丰逸 

第二名 上海理工大学 牛泽兵 

第三名 上海理工大学 曹威龙 

第四名 上海交通大学 冯乃夫 

第五名 上海建桥学院 冯皓 

第六名 华东理工大学 郑昱轩 

第七名 复旦大学 王致远 

第八名 上海建桥学院 张立人 

女子组 

名次 单位 姓名 

第一名 上海电力学院 顾蕴琇 

第二名 东华大学 吕紫楠 

第三名 华东政法大学 赵卿钰 

第四名 东华大学 黄鹭迪 

第五名 华东理工大学 黄兆婧 

第六名 同济大学 刘越 

第七名 上海师范大学 谢似霞 

第八名 华东政法大学 吴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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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象棋男子组、女子组个人名次记录表 

男子组 

名次 单位 姓名 

第一名 上海交通大学 顾睿 

第二名 上海理工大学 韩羽 

第三名 同济大学 詹伟源 

第四名 同济大学 万初一 

第五名 华东政法大学 梁家铭 

第六名 华东政法大学 华经纬 

第七名 上海交通大学 赵世元 

第八名 上海电力学院 凡汁伟 

女子组 

名次 单位 姓名 

第一名 上海交通大学 李蕴伶 

第二名 上海交通大学 杨锦宜 

第三名 上海大学 史乐琴 

第四名 华东理工大学 肖怡婷 

第五名 上海大学 姜思羽 

第六名 上海师范大学 陈昕 

第七名 华东政法大学 张凌翊 

第八名 上海师范大学 马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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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跳棋男子组、女子组个人名次记录表 

男子组 

名次 单位 姓名 

第一名 华东理工大学 宣书鋆 

第二名 上海大学 汤钧涵 

第三名 上海大学 万海鹏 

第四名 复旦大学 时鸿博 

第五名 上海师范大学 温林琪 

第六名 上海师范大学 吴懿 

第七名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 

专科学校 
沈卓晟 

第八名 上海师范大学 郭旭 

女子组 

名次 单位 姓名 

第一名 上海大学 陆看好 

第二名 上海师范大学 王卢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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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男子、女子团体名次记录表 

男子组 

名次 单位 

第一名 上海交通大学 

第二名 华东理工大学 

第三名 上海海洋大学 

第四名 上海海关学院 

第五名 上海理工大学 

第六名 上海大学 

女子组 

名次 单位 

第一名 复旦大学 

第二名 上海大学 

第三名 华东政法大学 

第四名 上海师范大学 

第五名 上海健康医学院 

第六名 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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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男子、女子团体名次记录表 

男子组 

名次 单位 

第一名 上海建桥学院 

第二名 上海理工大学 

第三名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第四名 上海师范大学 

第五名 华东理工大学 

第六名 复旦大学 

女子组 

名次 单位 

第一名 东华大学 

第二名 上海电力学院 

第三名 华东政法大学 

第四名 上海师范大学 

第五名 上海大学 

第六名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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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象棋男子、女子团体名次记录表 

男子组 

名次 单位 

第一名 上海交通大学 

第二名 上海理工大学 

第三名 华东政法大学 

第四名 华东理工大学 

第五名 复旦大学 

第六名 上海师范大学 

女子组 

名次 单位 

第一名 上海交通大学 

第二名 上海大学 

第三名 上海师范大学 

第四名 华东理工大学 

第五名 复旦大学 

第六名 上海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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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牌团体名次记录表 

名次 单位 

第一名 上海理工大学 

第二名 华东师范大学 

第三名 上海中医药大学 

第四名 复旦大学 

第五名 上海大学 

第六名 同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