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本级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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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财社〔2020〕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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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

资金的通知

7986.00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
心

7986.00 

2 浙财建〔2020〕162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

知

5400.00 
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
管理局

5400.00 

3 浙财社〔2020〕107号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补助资金的通知
9451.00 

杭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专户

9451.00 

4 浙财社〔2020〕110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医疗保
障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

金的通知

17141.00 
杭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专户

17141.00 

5 浙财科教〔2020〕50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教育厅
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补助经费的

通知

139.18 杭州市城西中学 139.18 

6 浙财科教〔2020〕51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教育厅
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学生资

助补助经费的通知
3063.87 

杭州市教育发展服务中
心

2700.81 

7 浙财社〔2021〕21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医疗保
障局关于下达2021年城乡医

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197.00 

杭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专户

197.00 

8 浙财社〔2020〕109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医疗保
障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城
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知

1922.00 
杭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专户

1922.00 

9 浙财社〔2020〕122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医疗保
障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
央财政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

金的通知

605.00 
杭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专户

605.00 

10 浙财社〔2020〕94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21
年医疗保障（疾病应急救

助）资金的通知

109.00 
杭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专户

109.00 

11 浙财社〔2020〕93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21
年卫生能力建设补助资金的

通知

1132.00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162.00 

树兰（杭州）医院 105.46 

杭州市口腔医院 60.00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804.54 

12 浙财社〔2020〕132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医疗保
障局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医
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中央

补助资金的通知

235.00 

杭州市医疗保障局 54.00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
务局

70.00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
务局

20.00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
务局

91.00 

13 浙财社〔2020〕136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21
年中央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

展补助资金的通知

44.50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6.50 

杭州市五云山医院 0.50 

杭州市中医院 37.50 

14 浙财社〔2020〕149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21
年中央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

助资金的通知

303.00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22.00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22.00 

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21.50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1.50 

杭州市五云山医院 21.50 

杭州市西溪医院 21.50 

杭州市儿童医院 21.50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3.00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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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浙财社〔2020〕149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21
年中央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

助资金的通知

303.00 

杭州市中医院 22.00 

杭州市肿瘤医院 22.00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2.00 

杭州市丁桥医院 21.00 

15 浙财科教〔2020〕47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教育厅
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财
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

673.00 
杭州师范大学 301.32 

浙大城市学院 358.00 

16 浙财社〔2020〕142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民政厅
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第二批）

的通知

583.00 杭州市救助管理站 583.00 

17 浙财社〔2020〕103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提前下达2021
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

通知

687.00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486.30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98.83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5.42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2.50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0.87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73.08 

18 浙财社〔2021〕47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年中
央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

助资金的通知

320.00 杭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320.00 

19 浙财社〔2021〕45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年中
央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

金的通知

169.00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4.30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20.30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23.80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37.80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7.60 

杭州市中医院 10.50 

杭州市儿童医院 8.10 

杭州市西溪医院 5.30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6.50 

杭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4.80 

20 浙财社〔2021〕43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医疗保
障局关于下达2021年医疗服
务与保障能力提升中央补助

资金的通知

68.00 
杭州市医疗保障事务受
理中心

68.00 

21 浙财社〔2021〕42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医疗保

障局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
政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第二批）的通知

115.00 
杭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专户

115.00 

22 浙财社〔2021〕40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年中
央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补

助资金的通知

2032.00 
杭州市中医院 10.00 
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中
心

2022.00 

23 浙财社〔2021〕36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

2021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
金（第二批）的通知

500.00 杭州第一技师学院 500.00 

24 浙财社〔2021〕34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医疗保
障局关于明确2021年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直达资

金额度的通知

9540.00 
杭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专户

9540.00 

25 浙财社〔2021〕19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年公
共卫生服务转移支付资金的

通知

148.50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120.87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1.63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26.00 

26 浙财社〔2021〕18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医疗保
障局关于下达2021年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的

通知

773.00 
杭州市财政局社会保障
基金专户

77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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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浙财社〔2021〕48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年中
央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补助资

金的通知

31.20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31.20 

28 浙财社〔2021〕38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民政厅
关于下达2021年困难群众救
助补助资金（第四批）的通

知

200.00 杭州市救助管理站 200.00 

29 浙财社〔2021〕17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年卫
生能力建设转移支付资金的

通知

366.00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45.11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8.35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91.26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63.84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4.94 

杭州市中医院 109.89 

浙江省杭州市急救中心 10.00 

杭州市肿瘤医院 3.00 

杭州市西溪医院 3.06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2.64 

杭州口腔医院 3.39 

树兰（杭州）医院 9.7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03
医院

10.82 

30 浙财社〔2020〕153号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第二批补助结

算资金的通知
676.74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11.68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1.90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0.37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 0.50 

杭州市中医院 0.88 

浙江省杭州市急救中心 0.02 

杭州市儿童医院 20.67 

杭州市西溪医院 534.72 
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
务局

96.00 

31 浙财科教〔2021〕16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教育厅
关于下达2021年学生资助补

助经费的通知
396.16 

杭州市教育发展服务中
心

396.16 

32 浙财科教〔2021〕14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教育厅
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支
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

113.00 
杭州师范大学 100.00 

浙大城市学院 13.00 

33 浙财建〔2021〕54号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交通运
输厅关于下达2021年车辆购
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第

一批）的通知

16720.00 
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167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