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本级2022年1-6月直达资金清单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金额（万元）
分配情况

执行单位 金额（万元）

1 浙财建〔2021〕157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提
前下达2022年部分中央
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

程补助资金的通知

20330 杭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330 

2 浙财建〔2021〕167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交
通运输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车辆购置税收入
补助地方资金（第一

批）的通知

331100 杭州市交通运输发展保障中心 331100 

3 浙财科教〔2021〕41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

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
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

展资金预算的通知

775 

杭州师范大学 545 

浙大城市学院 230 

4 浙财科教〔2021〕43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
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计划资金的通知

5618 

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 97 
杭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97 
杭州市美术职业学校 27 

杭州市旅游职业学校 140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140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 72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140 
杭州市开元商贸职业学校 97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3430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815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563 

5 浙财科教〔2021〕44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
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
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

通知

4139 

杭州市教育发展服务中心 1221 
杭州师范大学 1323 
浙大城市学院 246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615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487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247 

6 浙财科教〔2021〕49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
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
年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补助经费的通知

116 

杭州市教育局 42 

杭州文汇学校 64 

杭州市城西中学 9 

7 浙财社〔2021〕89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医
疗保障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城乡医疗救助补

助资金的通知

2044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 2044

8 浙财社〔2021〕102号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
下达2022年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的

通知

10080 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10080

9 浙财社〔2021〕106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残
疾人联合会关于提前下
达2022年残疾人事业发

展补助资金的通知

7 杭州市残疾人托管中心 7 

10 浙财社〔2021〕107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民
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
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第二批）的通知

748 杭州市救助管理站 748 

11 浙财社〔2021〕109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
财政就业补助资金的通

知

4065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 4065 



序号 文号 文件名称 金额（万元）
分配情况

执行单位 金额（万元）

12 浙财社〔2021〕110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提前
下达2022年中央中医药
事业传承与发展补助资

金的通知

30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10 

杭州市中医院 20 

13 浙财社〔2021〕113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提前
下达2022年中央疾病应
急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107 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07 

14 浙财社〔2021〕115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提前
下达2022年公共卫生服

务补助资金的通知

1017 

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10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61 
杭州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队 78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10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102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18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139 

15 浙财社〔2021〕119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医
疗保障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中央财政医疗服
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

资金的通知

400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 100 

杭州市医疗保障事务受理中心 300 

16 浙财社〔2021〕121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医
疗保障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补助资金的通知

56413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 56413 

17 浙财社〔2021〕122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医
疗保障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中央财政城乡医
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589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 589 

18 浙财社〔2021〕127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提前
下达2022年中央卫生健
康人才培养补助资金的

通知

2226 

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85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885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207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162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202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144 
杭州市中医院 287 
杭州市肿瘤医院 6 
杭州市儿童医院 9 
杭州市西溪医院 27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12 

19 浙财社〔2021〕128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提前
下达2022年中央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的

通知

321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6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23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3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23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3 
杭州市中医院 46 
杭州市五云山医院 23 
杭州市肿瘤医院 23 
杭州市儿童医院 23 
杭州市西溪医院 23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23 
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23 

20 浙财社〔2021〕129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提前
下达2022年中央医疗卫
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

金的通知

55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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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浙财建〔2022〕61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
达2022年中央财政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
金（第二批）的通知

11007 杭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11007

22 浙财建〔2022〕68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交
通运输厅关于下达2022
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
地方资金（第一批）的
通知

63 杭州市港航行政执法队 63

23 浙财社〔2022〕10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医
疗保障局关于下达2022

年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
金的通知

316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 316 

24 浙财社〔2022〕25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疾病应急救

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29 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9 

25 浙财社〔2022〕26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中医药事业
传承与发展补助资金的

通知

452 

杭州师范大学 75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1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43 

杭州市中医院 330 

26 浙财社〔2022〕30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下达2022年中央就业
补助资金（第二批）的

通知

2692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心 2692 

27 浙财社〔2022〕31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医
疗保障局关于下达2022
年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
金（第二批）的通知

379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 379 

28 浙财社〔2022〕32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医
疗保障局关于下达2022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
提升中央补助资金的通

知

278 

杭州市医疗保障局 139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 110 

杭州市医疗保障事务受理中心 30 

29 浙财社〔2022〕33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补助资金的通知

76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8 

杭州市西溪医院 28 

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20 

30 浙财社〔2022〕36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卫生健康人
才培养补助资金的通知

110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5 

杭州市中医院 100 

31 浙财社〔2022〕42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下达2022年京外中央
单位属地参加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支缺口补助资金的通

知

2578 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2578 

32 浙财社〔2022〕49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医
疗保障局关于下达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补助资金的通知

4878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 4878 

33 浙财社〔2022〕52号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补助资金的通知

401 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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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浙财科教〔2022〕20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
育厅关于下达2022年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补

助经费的通知

12 

杭州市教育局 2 

杭州市教育发展服务中心 5 

杭州文汇学校 6 

35 浙财科教〔2022〕23号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
育厅关于下达2022年学
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

通知(第二批）

1372 

杭州市教育发展服务中心 183 
杭州师范大学 55 
浙大城市学院 13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71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837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 213 

36 浙财预〔2022〕5号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年支持小微企业留
抵退税有关专项资金预

算的通知

4838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 4838 

37 浙财预〔2022〕8号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第二批支持基层落实减
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转
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

15863 杭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15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