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开区2020年直达资金明细

单位：万元

一、地方一般债券

序
号

市级文号 项目名称 金额 区级文号 单位

1

津财债务[2020]24号

新星小学扩建工程经费 1000.00 

南财预［2020］市89号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2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灵隐道校区扩
建工程经费

2500.00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二、中央正常转移支付资金

序
号

市级文号 项目名称 金额 区级文号 单位

1 津财社指[2020]56号
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关
于下达和归集2020年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

30.00 南财预［2020］市76号 天津市南开区医疗保障局

2 津财预指[2020]30号
天津市财政局关于落实中央财政直
达资金要求预拨2020年部分转移
支付的资金

200.00 

南财预［2020］市43号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100.00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

312.00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3 津财社指[2020]54号
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关于下达2020年退役安置补助
经费（第一批）

528.40 南财预［2020］市44号
天津市南开区军队离休退休

干部休养所

4 津财社指[2020]6号
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

金

25.00 

南财预［2020］市2号

天津市南开区学府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25.00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40.00 
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28.00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三、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序
号

市级文号 项目名称 金额 区级文号 单位

1 津财预指[2020]31号 2019年度首次获批国家高企奖励 1130.00 南财预［2020］市64号 天津市南开区科学技术局

2 津财预指[2020]31号 科技型企业补贴 24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科学技术局

3 津财预指[2020]31号
复工复产协同创新办南开区博创园
专项经费

75.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协同创新办公
室

4 津财预指[2020]31号 促消费环境治理
444.43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

5 津财预指[2020]31号 促消费发放消费优惠劵 353.4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商务局

6 津财预指[2020]70号 公安技防网运维经费 45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7 津财预指[2020]70号 购置居民身份证自助受理设备经费 195.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8 津财预指[2020]70号 智慧平安社区建设经费 10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9 津财预指[2020]70号 噪声污染治理经费 6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

10 津财预指[2020]70号 民心工程路灯项目 386.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

11 津财预指[2020]70号 城市道路停车治理经费 98.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

12

津财预指[2020]70号

民生保障救助经费

7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残疾人联合会

津财预指[2020]70号 1148.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

津财预指[2020]70号 75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

13 津财预指[2020]70号 食品安全检测 398.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市场监管局

14
津财预指[2020]70号

核酸检测及冷链食品防疫经费

555.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津财预指[2020]70号 205.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15

津财预指[2020]70号

社区服务群众

2.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鼓楼
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105.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广开
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48.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兴南
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91.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水上
公园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6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王顶
堤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54.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体育
中心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56.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学府
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131.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长虹
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59.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向阳
路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53.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华苑
街道办事处

16 津财预指[2020]70号 旧楼物业管理经费 456.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住房和建设委
员会

17

津财预指[2020]70号

旧楼长效管理和社区防控

308.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广开
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271.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兴南
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90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万兴
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375.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水上
公园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1106.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王顶
堤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277.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体育
中心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577.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学府
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407.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长虹
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763.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向阳
路街道办事处

津财预指[2020]70号 69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嘉陵
道街道办事处

18 津财预指[2020]70号 防疫疾控中心运营经费 10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19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疾控中心实验室提升改造 1860.47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0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疾控中心实验室提升改造相关经费 1107.49 南财预［2020］市57号
天津市南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1 津财预指[2020]70号 供热补贴 5248.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供热
办公室

22 津财预指[2020]31号 抗疫基本民生保障 5057.68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23 津财预指[2020]31号 供热补贴 8000.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24 津财预指[2020]31号 海绵城市建设 60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市政工程配套
办公室

25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建设 30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小学后勤管
理服务中心

26 津财预指[2020]31号
教育系统维修改造 45.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二十四幼儿
园

27 津财预指[2020]31号
教育系统维修改造 82.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28 津财预指[2020]31号
教育系统维修改造 150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29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46.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第六十三中学

30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13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第五十中学

31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63.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32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45.17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长治里小学

33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141.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

34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22.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永基小学

35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5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36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33.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川府里小学

37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10.04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跃升里小学

38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142.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39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178.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40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20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四幼儿园

41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697.4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小学后勤管
理服务中心

42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9.39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43 津财预指[2020]70号
教育校舍维修提升 233.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44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3.62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鼓楼
街道办事处

45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6.06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广开
街道办事处

46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4.26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兴南
街道办事处

47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11.98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万兴
街道办事处

48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3.94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水上
公园街道办事处

49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11.46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王顶
堤街道办事处

50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4.94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体育
中心街道办事处

51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5.62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学府
街道办事处



52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5.68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长虹
街道办事处

53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10.68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向阳
路街道办事处

54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7.6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嘉陵
道街道办事处

55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工作补助
3.76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华苑
街道办事处

56 津财预指[2020]31号 全区养老机构人员核酸检测 11.72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

57

津财预指[2020]31号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996.83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理疗医院

津财预指[2020]70号
100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津财预指[2020]31号
1335.03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58 津财预指[2020]31号 发热门诊及核酸实验室建设
28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59 津财预指[2020]31号 发热门诊及核酸实验室建设
22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

60 津财预指[2020]31号 发热门诊及核酸实验室建设
17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61 津财预指[2020]31号
黄河医院发热门诊及核酸监测实验
室建设和设备购置 1400.00 

南财预［2020］市56号

62 津财预指[2020]31号 发热门诊及核酸实验室建设
30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

63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64 津财预指[2020]31号

新冠隔离点租金及费用 80.00 
南财预［2020］市59号

65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14.6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

66 津财预指[2020]31号
新冠隔离点租金及费用 46.50 

南财预［2020］市59号

67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学府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68 津财预指[2020]31号

新冠隔离点租金及费用 80.00 
南财预［2020］市59号

69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

70 津财预指[2020]31号
新冠隔离点租金及费用 80.00 

南财预［2020］市59号

71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14.6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72 津财预指[2020]31号

新冠隔离点租金及费用 70.00 
南财预［2020］市59号

73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74 津财预指[2020]31号
新冠隔离点租金及费用 18.50 

南财预［2020］市59号

75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东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76 津财预指[2020]31号

新冠隔离点租金及费用 14.00 
南财预［2020］市59号

77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78 津财预指[2020]31号

新冠隔离点租金及费用 10.36 
南财预［2020］市59号

79 津财预指[2020]70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经费 125.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80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1115.64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81 津财预指[2020]31号 新冠隔离点租金及费用
1800.00 

南财预［2020］市59号



82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83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水阁医院

84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妇女儿童保健
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85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中心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86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长虹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87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88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理疗医院

89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集中隔离点设置经费 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90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5.08 

南财预［2020］市68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学府
街道办事处

91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10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92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6.73 

南财预［2020］市68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广开

街道办事处
93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15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94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社区环境整治 3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长虹
街道办事处

95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5.42 

南财预［2020］市68号

96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7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97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147.37 

南财预［2020］市68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兴南

街道办事处
98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4.17 
南财预［2020］市68号

99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社区环境提升整治 4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水上
公园街道办事处

100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85.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101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4.09 

南财预［2020］市68号

102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6.70 

南财预［2020］市68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体育

中心街道办事处
103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20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104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社区环境整治 10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王顶
堤街道办事处

105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25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106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10.93 

南财预［2020］市68号

107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7.48 

南财预［2020］市68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嘉陵

道街道办事处
108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20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109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4.06 

南财预［2020］市68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华苑
街道办事处

110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8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111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4.59 

南财预［2020］市68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鼓楼
街道办事处

112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5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113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20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万兴

街道办事处
114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11.20 
南财预［2020］市68号

115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境整治经费 25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向阳
路街道办事处

116 津财预指[2020]31号
宣传品经费 9.55 

南财预［2020］市68号

117 津财预指[2020]31号
市民宣传材料经费 55.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南开区委
员会

118 津财预指[2020]31号
公勺公筷推广经费 30.00 

南财预［2020］市68号 天津市南开区市场监管局

119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测温门专项经费 432.29 

南财预［2020］市58号

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120 津财预指[2020]31号
爱国卫生经费 200.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121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医疗物资及设备等防疫相关支
出 200.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122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医疗物资和设备 10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

123 津财预指[2020]31号
医疗物资及设备经费 485.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124 津财预指[2020]31号
基层医疗机构购买防疫相关设备及
物资 5.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25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9.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26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9.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27 津财预指[2020]31号
基层医疗机构购买防疫相关设备及

物资 25.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128 津财预指[2020]31号
基层医疗机构购买防疫相关设备及
物资 5.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中心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29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9.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30 津财预指[2020]31号
基层医疗机构购买防疫相关设备及
物资 5.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天津市南开区理疗医院

131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9.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32 津财预指[2020]31号
基层医疗机构购买防疫相关设备及

物资 5.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133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医疗物资和设备 55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134 津财预指[2020]31号
基层医疗机构购买防疫相关设备及
物资 30.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天津市水阁医院

135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8.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36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医疗物资和设备 4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137 津财预指[2020]31号
医疗物资及设备购置经费 480.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138 津财预指[2020]70号
防疫医疗物资和设备（第二批国
债） 30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

139 津财预指[2020]31号
医疗物资及设备购置经费 443.40 

南财预［2020］市58号

140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9.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医院

141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物资及设备经费 400.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142 津财预指[2020]31号
防疫医疗物资和设备 600.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143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物资经费 200.00 
南财预［2020］市58号

144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9.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学府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45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9.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长虹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46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9.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47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9.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48 津财预指[2020]31号
购置疫情防控医疗物资和设备 9.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49 津财预指[2020]31号 困难群众救助
630.21 

南财预［2020］市60号
天津市南开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

150 津财预指[2020]31号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补助
666.38 

南财预［2020］市154
号

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

151 津财预指[2020]31号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补助
3578.58 

南财预［2020］市149
号

152 津财预指[2020]31号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补助
57.3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

153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环境治理
1383.68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
154 津财预指[2020]31号

维修维护经费 297.43 
南财预［2020］市54号

155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卫业务费 67.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社会厕管理服
务中心

156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环境治理
216.58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管理

一所
157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卫业务费 201.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58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环境治理
27.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管理

二所
159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卫业务费 692.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60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环境治理 32.65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管理

三所
161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卫业务费 689.1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62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环境治理 83.13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运输

管理所
163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卫业务费 829.36 
南财预［2020］市54号

164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环境治理 1.8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监察

管理所
165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卫业务费 36.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66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环境治理 311.58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垃圾管理直运
中心

167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卫业务费 133.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68 津财预指[2020]31号
车辆运行费 125.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69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环境治理 340.5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机扫服务中心

170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卫业务费 698.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71 津财预指[2020]31号
环卫业务费 24.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天津市南开区渣土管理所

172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防控环境治理 58.00 

南财预［2020］市119
号

天津市南开区排水管理所

173 津财预指[2020]31号
疫情期间污水外溢应急治理经费

66.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74 津财预指[2020]31号
污水外溢经费

100.00 南财预［2020］市54号

175 津财预指[2020]31号
排水日常养护经费

798.62 南财预［2020］市54号

176 津财预指[2020]70号
归集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财政补助资金

4900.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医疗保障局



177 津财预指[2020]70号
归集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财政补助资金

323.00 
南财预［2020］市153
号

财政直列

四、特殊转移支付资金

序
号

市级文号 项目名称 金额 区级文号 单位

1 津财社指[2020]59号 归集2020年医疗救助直达资金
55.80 

南财预［2020］市77号 天津市南开区医疗保障局

2 津财社指[2020]62号
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关于下达和归集
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

政补助的资金 12.00 
南财预［2020］市75号 财政直列

3
津财建一指[2020]91
号

中央财政支持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
设补助资金预算

940.00 

南财预［2020］市94号

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211.10 

天津市南开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9.90 
天津市南开区商务局

4
津财社指[2020]58号              
津财社指[2020]175号

2020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9.80 

南财预［2020］市74号
天津市南开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

77.30 
南财预［2020］市79号 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

5 津财社指[2020]79号
2020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
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

21.00 南财预［2020］市88号 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11.00 南财预［2020］市88号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502.43 
南财预［2020］市88号

天津市南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8.40 南财预［2020］市88号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6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691.48 

南财预［2020］市96号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南开区委
员会

7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327.73 

南财预［2020］市96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

8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6147.16 

南财预［2020］市97号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9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05.89 

南财预［2020］市98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1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751.40 

南财预［2020］市98号 天津市南开区市场监管局

11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35.39 

南财预［2020］市98号
天津市南开区纪律检查委员
会

12 津财预指[2020]29号
天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中
央特殊转移支付资金 7143.11 

南财预［2020］市80号 财政直列（归集资金）

13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978.18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14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441.41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15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732.33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市田家炳中学

16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118.50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市崇化中学

17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607.75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18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942.34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市第九中学

19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425.01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市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2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92.69 

南财预［2020］市100
号

天津市第六十三中学

21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36.83 

南财预［2020］市99号 天津市第六十三中学

22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624.03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23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256.32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市南开区实验学校



24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29.23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外国语中学

25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231.31 

南财预［2020］市110
号

天津市第五十中学

26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961.79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27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241.17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28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05.99 

南财预［2020］市96号 天津市南开区勤敏小学

29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32.91 

南财预［2020］市105
号

天津市南开区风湖里小学

3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91.54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义兴里小学

31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274.01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学

32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280.50 

南财预［2020］市109
号

天津市南开区长治里小学

33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490.72 

南财预［2020］市110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

34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47.13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艺术小学

35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242.32 

南财预［2020］市101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二中心小学

36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32.00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永基小学

37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0.00 

南财预［2020］市109
号

天津市南开区永基小学

38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31.07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西营门外小学

39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06.93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前园小学

4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72.58 

南财预［2020］市100
号

天津市南开区川府里小学

41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94.31 

南财预［2020］市109
号

天津市南开区跃升里小学

42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61.46 

南财预［2020］市105
号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43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233.96 

南财预［2020］市108
号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44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3.44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45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18.00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小学

46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36.64 

南财预［2020］市110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营瑞丽小学

47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348.30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48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8.44 

南财预［2020］市97号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49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224.48 

南财预［2020］市96号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5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369.93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51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83.35 

南财预［2020］市96号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小学

52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44.88 

南财预［2020］市109
号

天津市南开区育智学校

53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04.04 

南财预［2020］市105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一幼儿园

54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51.09 

南财预［2020］市101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二幼儿园

55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58.68 

南财预［2020］市101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九幼儿园



56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66.47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时代奥城幼儿
园

57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95.16 

南财预［2020］市104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三幼儿园

58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76.33 

南财预［2020］市104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九幼儿园

59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62.25 

南财预［2020］市100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二十八幼儿
园

6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69.24 

南财预［2020］市102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三十一幼儿
园

61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48.24 

南财预［2020］市102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三十二幼儿
园

62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69.36 

南财预［2020］市107
号

天津市南开区居华里幼儿园

63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45.31 

南财预［2020］市10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三幼儿园

64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94.62 

南财预［2020］市105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四幼儿园

65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79.62 

南财预［2020］市105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五幼儿园

66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55.48 

南财预［2020］市101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六幼儿园

67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92.44 

南财预［2020］市105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幼儿园

68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82.04 

南财预［2020］市105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五幼儿园

69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4.75 

南财预［2020］市104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幼儿园

7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28.26 

南财预［2020］市10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十八幼儿园

71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59.98 

南财预［2020］市101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二十一幼儿
园

72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44.31 

南财预［2020］市100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二十二幼儿
园

73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57.59 

南财预［2020］市101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二十四幼儿
园

74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59.13 

南财预［2020］市102
号

天津市南开区第三十七幼儿
园

75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64.36 

南财预［2020］市107
号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76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74.32 

南财预［2020］市110
号

天津市南开区职工大学

77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40.50 

南财预［2020］市109
号

天津市南开区职工大学

78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93.22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少年宫

79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0.33 

南财预［2020］市107
号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招生考试
中心

8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27.05 

南财预［2020］市107
号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基建房
屋管理所

81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26.99 

南财预［2020］市107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小学后勤管
理服务中心

82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250.20 

南财预［2020］市107
号

天津市南开区华夏小学

83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04.88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阳光小学

84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902.28 

南财预［2020］市55号
天津市南开区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85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45.03 

南财预［2020］市96号 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86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工资 101.88 

南财预［2020］市106
号

天津市南开区实验幼儿园

87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经费 6.40 

南财预［2020］市69号
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88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1325.00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89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经费 2.18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
9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经费 15.82 
南财预［2020］市69号

91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经费 35.53 

南财预［2020］市70号

92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683.00 

南财预［2020］市67号

93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331.34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水阁医院

94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393.00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95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497.58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

96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214.00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理疗医院

97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183.56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98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219.00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99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267.00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00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188.00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学府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01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经费 5.22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02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225.00 

南财预［2020］市67号

103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208.50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东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04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146.97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中心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05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经费 46.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06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98.00 

南财预［2020］市67号

107 津财预指[2020]29号
防疫人员工资 172.00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长虹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08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经费 21.45 

南财预［2020］市121
号

天津市南开区排水管理所

109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人员经费 117.00 

南财预［2020］市121
号

天津市南开区道路管理所

110 津财预指[2020]29号
园林养管经费 155.68 

南财预［2020］市72号
天津市南开区长虹公园管理
所

111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0.55 

112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9.28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公园管理

所

113 津财预指[2020]29号
保运转（园林养管经费） 27.52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114 津财预指[2020]29号
园林养管经费 176.71 

南财预［2020］市72号

115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12.34 

南财预［2020］市72号

116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29.60 

南财预［2020］市72号
天津市南开区社会厕管理服
务中心

117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11.02 

南财预［2020］市72号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管理
一所

118 津财预指[2020]29号
保运转（环卫业务费） 149.15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管理

二所
119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208.85 
南财预［2020］市72号



12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保运转（环卫业务费） 210.67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管理

三所
121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254.33 
南财预［2020］市72号

122 津财预指[2020]29号
保运转（环卫业务费） 439.85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运输

管理所
123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155.54 
南财预［2020］市72号

124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37.80 

南财预［2020］市72号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监察
管理所

125 津财预指[2020]29号
保运转（环卫业务费） 98.42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垃圾管理直运

中心
126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45.40 
南财预［2020］市72号

127 津财预指[2020]29号
保运转（环卫业务费） 85.37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机扫服务中心

128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182.79 

南财预［2020］市72号

129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7.17 

南财预［2020］市72号 天津市南开区渣土管理所

130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75.00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排水管理所

131 津财预指[2020]29号
车辆运行费 16.80 

南财预［2020］市72号

132 津财预指[2020]29号
保运转（车辆运行费） 5.00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道路管理所

133 津财预指[2020]29号
园林养管经费 96.98 

南财预［2020］市72号
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

134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14.64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绿化管理一所

135 津财预指[2020]29号
园林养管经费 187.60 

南财预［2020］市72号

136 津财预指[2020]29号
保运转（园林养管经费） 16.05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绿化管理二所

137 津财预指[2020]29号
园林养管经费 226.30 

南财预［2020］市72号

138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9.60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绿化管理三所

139 津财预指[2020]29号
园林养管经费 215.34 

南财预［2020］市72号

140 津财预指[2020]29号
保运转（园林养管经费） 18.81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绿化工程管理

所
141 津财预指[2020]29号

园林养管经费 466.31 
南财预［2020］市72号

142 津财预指[2020]29号
道路应急抢修经费 196.68 

南财预［2020］市72号 天津市南开区道路管理所

143 津财预指[2020]29号
道路养护维修经费 699.62 

144 津财预指[2020]29号
二级河道划线经费 49.72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委员

会
145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5.50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146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4.30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华苑
街道办事处

147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4.98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学府
街道办事处

148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7.95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万兴
街道办事处

149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14.91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体育
中心街道办事处

150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2.20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水上
公园街道办事处

151 津财预指[2020]29号
河长制工作经费 1.05 

南财预［2020］市113
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广开
街道办事处



152 津财预指[2020]29号
低保救助、残疾人补贴

300.00 南财预［2020］市71号 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

153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12.00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理疗医院

154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21.67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55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35.00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56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55.38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57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24.29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学府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58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38.00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59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49.90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东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60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22.00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中心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61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36.60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62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3.63 

南财预［2020］市67号
天津市南开区长虹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63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30.14 
南财预［2020］市70号

164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39.57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

165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20.00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166 津财预指[2020]29号
家庭责任医师经费 87.58 

南财预［2020］市70号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

167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66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

168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69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88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170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71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90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

172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73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37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理疗医院

174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75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38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76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4.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77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61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78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79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87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180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81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44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学府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82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83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60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84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85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14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东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86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87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58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中心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88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89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12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90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91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50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长虹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192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193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26.88 

南财预［2020］市69号
天津市南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194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2.12 

南财预［2020］市69号
天津市南开区妇儿保健和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

195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70.00 

南财预［2020］市69号 天津市南开区健教中心

196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22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197 津财预指[2020]29号
结算2019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0.53 

南财预［2020］市114
号

天津市水阁医院

198
津财防控指[2020]17
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资金 4.00 南财预［2020］市91号

天津市水阁医院199
津财防控指[2020]10
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资金 2.98 南财预［2020］市91号

200
津财防控指[2020]10
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
金 1.02 南财预［2020］市7号

201 津财社指[2020]7号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补助资金 300.00 南财预［2020］市3号

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202
津财防控指[2020]17
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资金 2.60 南财预［2020］市91号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203
津财防控指[2020]10
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资金 10.00 南财预［2020］市91号

204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10.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205
津财防控指[2020]17
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临时性工作补助 7.40 南财预［2020］市11号

206
津财防控指[2020]17
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资金 5.75 南财预［2020］市91号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207
津财防控指[2020]17
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临时性工作补助 0.25 南财预［2020］市11号

208
津财防控指[2020]10
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
金 6.00 南财预［2020］市7号

209
津财防控指[2020]17
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资金 4.19 南财预［2020］市91号

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210
津财防控指[2020]10
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资金 12.00 南财预［2020］市91号

211
津财防控指[2020]17
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资金 7.81 南财预［2020］市11号

212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5.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213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3.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天津市南开区理疗医院



214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3.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215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5.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216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8.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天津市南开区学府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217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3.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218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5.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中心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219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3.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天津市南开区万兴街东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220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3.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221
津财防控指[2020]17
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临时性工作补助 5.11 南财预［2020］市91号

天津市南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22
津财防控指[2020]17
号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临时性工作补助 6.00 南财预［2020］市11号

223
津财防控指[2020]10
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

金 100.00 南财预［2020］市8号

224
津财防控指[2020]10
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
金 4.00 南财预［2020］市7号

225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3.00 南财预［2020］市85号

天津市南开区长虹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226
津财防控指[2020]10
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资金
11.84 南财预［2020］市91号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227
津财防控指[2020]17
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资金
30.89 南财预［2020］市91号

228 津财社指[2020]67号
关于下达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
金 14.75 南财预［2020］市85号

229
津财防控指[2020]10
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补助资
金 24.16 南财预［2020］市7号

230
津财社指［2020］177
号

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金（第二
批）

0.10 
南财预［2021］市1号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

231
津财社指［2020］177
号

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金（第二
批）

0.04 
南财预［2021］市1号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232
津财社指［2020］177
号

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金（第二
批）

0.24 
南财预［2021］市1号

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233
津财社指［2020］177

号

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金（第二

批）
0.14 

南财预［2021］市1号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中心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234
津财社指［2020］177
号

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金（第二
批）

0.32 
南财预［2021］市1号

天津市南开区理疗医院

235
津财社指［2020］177
号

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金（第二
批）

0.28 
南财预［2021］市1号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236
津财社指［2020］177
号

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金（第二
批）

0.14 
南财预［2021］市1号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237
津财社指［2020］177
号

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金（第二
批）

0.10 
南财预［2021］市1号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医院

238
津财社指［2020］177

号

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金（第二

批）
0.08 

南财预［2021］市1号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239
津财社指［2020］177
号

新冠肺炎防控补助结算资金（第二
批）

0.04 
南财预［2021］市1号

天津市南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240 津财预指[2020]29号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金

1731.34 
南财预［2020］市116
号 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241 津财预指[2020]29号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一次性帮扶
2095.00 

南财预［2020］市115
号

242 津财预指[2020]29号
死亡一次性抚恤和其他补贴

6.70 
南财预［2020］市117
号

天津市南开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

243 津财预指[2020]29号
在乡复员退休军人生活补助定期补

助、其他补助补贴
28.38 

南财预［2020］市117

号

244 津财预指[2020]29号
其他优抚支出

1.72 
南财预［2020］市117
号



五、参照直达资金

序
号

市级文号 项目名称 金额 区级文号 单位

1 津财社指[2020]58号
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
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下达2020年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3,446.50 
南财预［2020］市79号 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

730.70 

2 津财社指[2020]63号
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关于下达各区2020年就

业补助资金

920.96 

南财预［2020］市73号
天津市南开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420.00 

1,930.00 

1,685.00 

75.00 

3 津财社指[2020]62号
市财政局下达和归集2020年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418.00 

南财预［2020］市75号 财政直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