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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除額内謹（昭和九年度）

｝不 目

歳 入

穂　額…・一・………・……………・・…・…’’’’’’’’’”

特別曾計命全貝他繰人………・……・・…・……’…’

一般會，1卜歳入絆常部萢三款ノ内・……・……・…

専蜜局益金・…・……・……・……・……・・……”

rl】刷局益金……・…・…・…………・一………’

千住製杣所狩全・・………・・…・・………’’’’”…

海軍工廠資金益金……・……・…………’・・’…

海軍燃料廠釜金・…・・…・一…・…………・・’…

麺f1亨事業特別會計資本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業務勘定過剰金繰入…………・……・…一…

帝國鐵道特別會計資本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鐵道鉦金繰入…………………………………

弛愈計ヨリー般曾計へ恩給負据金繰7k・・……・…

　一般會汀歳人糎常部第六款第七項特別會計
　恩給負捻金…………・…・・………………・……

i数育改泣及農赫振興基金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愈
計へ繰入………・…・・……………・…・・……∵……’

　＿般介言｝歳入恕常部第七款数育改善及農村
　振興基金特別會計ヨリ繰人…………・……・…・

pmイS’財ft整理資金特別會計ヨリーrw會R！へ繰

入………………・・…・…………‘…・………・………

一・ﾊW計歳入臨時部第六款第一項國有財産
i整理査金繰入………・………・・…………・……・・

特別會計経費補充金……………・…・・……………

朝鮮絶督府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三款補充
金………・・……・……・・…………・…・・…………

闘束際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補充金……

金　　額 科 lr

2，632，130，001

264，166，534

ユ91，835，348

ユ88，ユ55，406

2，085，082

4，860

1，240，000

350，000

9，197，970

63，133，216

19，045，301

ユ9，045，301

8，04∠』757

8，044，757

6，259，077

6，259，077

17，825，160

12，825，160

4，000，000

樺太臆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三款補充金……

四分利付支那債券元利補償・…………・…・………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愈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
二日喪却及償還益金ノ内……………・…’・’…

他倉計ヨリ大藏省預金部へ預入金利子…・・……

　簡易ノヒ命保険特別愈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
　一目利子牧入ノ内…・……………・…・…………

　封支文化事業、健康保瞼、教育基金、教育
　改善及農村振興基金、帝國大學及同贅金
　部、官立大學及同資全部、學校、岡書館及
　同衣金部、家畜再保瞼、通f∴事業郵便年
　金、朝鮮簡易生命保瞼、帝國鐵道特別愈計、
　勢働者災害扶助責任保瞼、各特別愈計歳入
　ノ内利子牧入…………・…・…………・…………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ヨリ他會計へ繰入………

一般會計歳入経常部第六款第三項大藏省預
金部特別曾計ヨリ繰入…………………………

朝鮮穂督府、墓湧i糖督府、關束聴、樺太臨
及南洋臆各特別禽計歳入ノ内大藏省摸金部
特別曾計ヨリ繰入…………・……………・…・…

通信事業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大藏省
預金部特別會計ヨリ繰入・・………………・・…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古計へ他會計ヨリ繰入………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乃
至第十項値會計ヨリ繰入…・…・…………・……

勲章其他製辻費・…………・……・…・…………・…

造幣局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四口准
文品製造料ノ内……………・……………・・……

健康伴瞼特別會計へ他會計ヨリ繰入……・……・・

　健康保瞼特別愈計歳入第二款第一項健康保
　瞼國庫負婚金受入………………………………

國債整押基金特別會計ヨリ他飢トへ支彿利子…

一般會計歳入経常部第四款第十項利子牧入
ノ内特別禽計貸付金利子…・…………・……・…

　　　　1
　製鐵所關係ノ分………………・……………・・

金　　額

ユ，OOO，000

2，IM，416

2，164，416

4，043，320

2，601，650

1，441，670

10，080，000

d「g，OOO

930，000

9，100，000

672，30㌔085

672，301，085

1，081，309

1，081，309

1，696，670

1，696，670

92，802，725

58，495

58，495

算 純 計 額 （軍位圓）

科 n

大藏劣預全部牛1別會lll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
一ll迎用利殖牧入ノ内……・…………………

國債誇券利子…………・…・・・…………・……・

　他曾計貸企利子…………………………・・…・

　　一般愈計ノ分・……・⑪・……………・…・……

　　帝國鐵道特別會計ノ分……………………

　　朝鮮絶督府特別愈計ノ分・・………・………

　　米穀儒給調節特別會計ノ分……・…・……・

　　藁潜紬督府、關束聴、梓太慶各特別倉
　　計ノ分……………・…………・……・…・…・・

到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歳入第二款第一項第
一itff金利子ノ内…………・……・…・…………

数育改善及農村振興某金特別古計歳入第一
ふ錐一損利f－9k入ノ内…………………………

・？r，國大學、1、’立大學姉學校及1圃書館各特別

會刮歳入経常部ノ内……・…………・・…………

簡易4＾命保瞼特別會汀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
一一一　［1利列父人ノ内…………・……・……・………

郵便年全特別愈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一・日
利子牧人ノ内……・…………・・…・……………・・

朝鮮簡易tll命保瞼特別會訂歳入第一款第二
項運用牧入ノ内………………・・………・………

公債金………………・………・………・・………・・…

一般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十款公債金…・…・…・…

朝鮮総督府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四款公債
金………・………・……・・…………・…・・…・……・

通1，：事業特別倉計歳入第一一款第四項公債金…

樺太庶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四款公債金……

帝國鐡道特別曾計資4＼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二
項公債金…・・……・……・・・……・……・……・……

大學及學校圃書館経常支出金……・・……・………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経常部・・……・……・・…’

　第一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東京帝國
　大學）…………・…・…・……・…………・・…・・

　第二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京都帝國
　大學）……・…………・・……………・・…・……

　第三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東北帝國
　大學）……………・・…・……………・…・・……

　第四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九・LH帝國
　大學）・…・・…・………・・・……・………一一・……・

　第五款第一項蜘「1支出金受入（北海道帝
　國大學）……・…・…・…・………・………・・…・・

　第六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大阪帝國
　大學，………………・………………………・

官立大學特別愈計歳入経常部第一款第一項
1攻府支出金受入……・…………・…・…・…・……

學校及固書館特別會計歳入経常部第一款第
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

大學及學校圖書館臨時支出金…………・…・……・

　帝國大學特別愈計歳入臨時部白第一款至第
　五款各款各第一項臨時1攻府支拙金受入………

　官立大學、學校及圖書館特別會計歳入臨時
　部各第一款第一項臨時政府支出金受入………

金　　額

74，98r），192

63，797戊1715

11，187，477

1，728，921

5，2S6†304

2，250，060

1，580，000

342，192

］，068，103

7，575，000

261，079

7，　‘3　SO，Oll

1，423，065

51，750

907，167，975

811，189，439

29，478，536

ユ5，000・000

3，500，000

48，000，000

31，081，316

12，722，083

3，746，688

2，558，046

1，841，766

2，034，589

2，039，038

501，956

6，226，050

12，133，183

3，471，203

2，018，378

1，452，825

財

科 l
l

帝國大項及官立大學資金繰人……………………

　帝國ノく學特別會、；1故人臨時部各款ノ内資全
　繰入…………・…・・…・……一・…・…・…………

　官立た學特別會川歳入臨時部ルー款及臨時
　部集二款第一項紺5資金繰入…………・……・・

　官立ノ（學特別6rコ歳入＄．IS〈常部第一款第三項

　第十一ll特別貴金繰入…・……・…・………・一

　帝國ノく學特別會計歳入糸堅常部第六款第一ヴ∫t

　釦一口紐打責金繰人………………・………・・…

造幣局地金代金……………・…・……・・…………・

　是幣局特別會計資全部蔵入第一款第一項地
　金喪排代…・…………一………・………………

造幣局未獲行補助貨受人代リ金………………・・

　造幣局特別會刮歳入第一款兄一項苗1・1！　7｛z・

　獲行袖助貨鋳迭代リ全…・・…………・……・・…・

各竹嘱憲「P肺臓勿イ｛こ全・・・・・・・・…　…・・・…　…・・・・・・・…　一・…

　印刷局特別會刮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一rl製
　品貞挑代ノ内…・………………………・………・

専貰局ヨリ他會汁へ悼草蜜沸代金………………

　専蜜局特別愈1；卜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一日煙
　草☆挑代ノ内………・………・・……………・…・・

専葺局へ他禽；Lヨリ樟贋具他賓排代全…………

　蚕海穂督府特別會訪氏入liill常部第三款第三
　頚第二目潮副父人ノ内………………・……・・…

　墓鷺絶督府特別會計歳入絆常部第三款第三
　項第一日食寵牧入ノ内・……………………・・…

陸軍［辻兵廠ヨリ陸海軍ヘノ但給代金・・……・……

　陸軍造兵廠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作業
　牧入ノ内・…・…………・……・……・……・………

煙草専賓益金樺太廉特別⑰刮繰入…………・…・・

　樺太庇持別會計歳入絆亨；ξ部第四款第一項煙
　草専致益金受入……………・…・・………………

千仕製絨所ヨリ陸軍ヘノ伏給代金………………

　千仕製絨所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作業
　牧入ノ内…………………………………………

陸軍ヨリ海軍へ委託造修代金……・…………・・…

　一般脅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第一項第一「1准
　軍受託造修牧入ノ内………………・…・………

海軍工廠資金ヨリ海軍ヘノ供給イ℃金……………

　海軍工廠資金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仔
　料物品蜜沸代ノ内・・…………・・…・…………＿

海軍火藥廠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海軍火莱廠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作業
　牧入ノ内………………・………・…・……・……・

海軍燃料廠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A．………………

　寵嘔燃料廠特別曾計歳入第一款集一項作業
　牧入ノ内…・……………・………………………

通信事某設備補充費繰入全……………・…・……・

　通仁事業特別倉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事業設
　備補充費繰入……………・…・……………・……

通信事業用品勘定ヨリ資本、業務南勘定ヘノ
供給代金…………・…・・

　通信事業特別禽計用
　項用品及一L作牧入…

・　…　　　　．　・　●　・　●…　　　　■　●　■　■　●　●●　・　■◆　●　◆●　・　●●●　．■●●

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　●　●　・　．　●　・　．　・　・　●　■　■　・　ワ■　・　●　…　　　　　●　●　⑳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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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2，840，6sa

］，Sl4，712

696，970

50，000

　218，956

2，478，595

2，478，595

2，426，830

2，4262830

5，583，049

5，588，049

2，361，340

2，36］，9．　lo

3，072，8CO

：1，420，SOO

1，65b），OOO

104，752，646

104，752，646

1，245，040

ユ，2－，040

4，426，397

4，426，397

560，0CO

560，000

82，190，755

82，190，755

8，016，795

8，016，795

22，164，141

22，164，141

1　，5SO，OCO

1，550，000

34，323，190

34，32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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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振替り」全特別取扱社　　　　　　・　　・

　宰澄2齢汗「「1判別含1、卜歳入＄u’　；il部箒三訳第一

　噸陥一llノ内ll」全手数引

　開東肋特別含。1成入和常部鈷二款第一項第
　rHノ内lh全手激日・　　・　・…

　村人胞特別r「81｝歳入終常部第二款拮一項第
　rflノ内n」全壬数朴・　・…　……・・

郵便物遮途費　　　　　　　・　　・…　　　…

　iti」國鐵道特別愈計牧俗勘定歳人背，一款第一一・一

　項運輸牧入及第二泉雑牧入ノ内・・

帝國殿1並川品勘冗ヨリ賓本、牧益爾勘定ヘノ
ぴ給代全　　　　　　　　・・

　祐國鐵道特別命計用品勘父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用品及工作牧人　　　　　　…

朝鮮鐵道用品資金ヨリ朝鮮穂・督府特別愈計ヘ
ノ供給代金　　　　　　　　　　　　　　　　　・

　朝障鐵道用品資全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川品及工竹牧入　　　・　　…

i畠舞1～L没鐵辻↓刑品資全ヨリ墓漸恵督府特別會

計ヘノ似給代全　　　　　　　　　 ・

　墓湾11設鐵近川品資全特兄‖會計歳入昂一款
　釦一項川品及1一イ’1牧入

帝國鐵道牧命勘定へ他古。1ヨリ連帯運楡支抑
‘ご　　　　　　　　　　　　　　　　　　　　・

　晶國鐵道特別仔二1牧谷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三
　項假枚入及立替金受入ノ内　　　　　　　・

帝國鐵道牧益勘定ヨリ他會計へ連帯運楡支沸
金…

　朝鮮鯨督泊特別會計歳入＄Ut　；1ハ部第三款鈷二

　項第六n假牧入及立替全受入ノ内
　豪溝紳督1『1特別會計止入終，；）部≦t，三款第二

　項鐵道及自動｝11牧入ノ内　　　　　　　・

　樺太聴特別會、、b．），，入糾’i蹄第二；5こ第二項第

　四日似牧入ノ内　　　　　・　　　　・…

大藏省預全部特別會。十交付全　　・　　　　…

　人蔵省預全部特別會1汁歳入第一款第二項一
　般禽二トヨリ受フ㌧　　　　 烏　　　　　　　　　　

台

各會計ヨリー般愈。トへ惜繕資合繰入　　　・

　一般付計歳入臨時部第六款第二項第三項及
　誌五項乃至鈷八項

他曾註ヨリー般會計ヘノ納付金・・・…　…・・

　一般會計歳入縄花部第四款通信事業特別愈
　討納付金　　・　…　　　……・　・…

其他・・……・　…　　…・…　……・…・…

　　　　　　　　歳　　　出

鎗額・　・…・・・　・………・……・・…

他會計ヨリー般有計へ恩給負措金繰入　・・…

教育改善及農村振興燕全特別曾計ヨリー般愈
言｝へ繰入　　・　　　　・・…　…　・…・

　教育改善及農村振興簾全特別會計歳出第一
　款第一項一般會計へ繰人・・　・…
國有財産整理賓金特別會計ヨリ・一一一般愈計へ繰

入・　　・・　・・・・・…

全　　額

1，051，349

　GO6，ユ22

　254，816

　190，411

2，991，462

2，991，462

186，677，003

1S6，677，000

16、743，961

16，743，961

5　960，000

5，960，000

8，803，000

8，803，000

3，794，000

3，525，000

　146，000

　ユ23，000

3，370，000

3，370，000

3，280．612

3．　，2SO，612

2，231，153

78，000，000

78，000，000

2，367，964，067

　19，045，301

　　8，044，757

　　S，014，757

　6，259，077

347・歳入歳出豫
　　　　　　　　搾　除　額　内　課

不ト ー「 い頷
　國有財芹作理資全特別會計歳出鈷一｝欠第一
　項一般會計＾繰入　　・　…

特別愈計和費捕允全

　一般會計歳出臨時部拓務省所符第四款特別
　倉。卜純費補允全

四分利付支那債券元利捕償

　一般育、，†歳出臨咋部人藏省所管第五沃四分
　利付⊥那仙券元利捕償ノ内

他會計ヨリ人鼓省預金部へ頂入金利∫　　・

　大藏省預ノト部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一二項第
　一日預全利子ノ内

大藏省預全。｛≦特別含、1トヨリ他會計へ繰入全

　人藏省頂全部特別曾言臓出鈷一款鴛、’損他
　倉。1へ繰人

國債整理基全特別會。トへ他禽計ヨリ繰人

　一般愈計歳川和常部大藏省所管第1二　15、國
　債整理八全繰入　　　　　・

　朝鮮糟督府特別會計歳出裡常部第二十三款
　閣債整理基金特別會。i繰入　　　　　　　・

　墓湾絶督BS特別愈川蔵出経曽｝部第十六款國
　債整理基金特別會。卜紅入

　關東聴及南洋臨特別愈計歳出終1；；部ノ内國
　債整理ハ基金特別愈．卜繰入

　樺太顧特別古計歳出w岱部汀ジ1一款國債整押
　基金特別會。卜繰入

　米穀儒給調節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舞、四項國
　債整坦」基金特Slj會計繰入

　通信事業特別愈計資本勘冗歳出貧，六款及A‘．．

　務勘定第一款第五項國債整理基全特別會吐
　繰入　　　　　…　　　　……

　帝國鐵道特男IJ會言†資本勘定歳出第二款穿，一一

　項國債償還全繰入及牧谷勘〉ヒ歳出第一款第
　二項利子及債務取扱諸費・◆…

　家畜再保険特別⑰計歳出第一款第三項k｜債
　整理基金特別愈計繰入…

1勃章其他製こ費・　・・・・・…

　一般曾計歳出和常部大藏省斯管第二款第：三
　項及臨時部人藏省所管》f，十二款第一項ノ内

健康保険特別倉計へ他曾計ヨリ繰入

　一般會計歳出経常部内務省所柊芽，十九1矧、
　一項第一目健康保瞼特別會ロ1繰入金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會計ヨリ他會計へ支佛利「r

　國債整理某金特別愈計歳出第一款第一項國
　債整理基金支出ノ内・・・・・・・・・・・…

公債金・・……・…・……・…………・…　　・　・

　公債金特別愈計歳出第一款公債金支出　　・・

大學及學校固書鉱経常支出金　・…　…　…

　一般愈計歳出纒常部文部省ffl管第＋一杁×
　學及學校固書館女出金　　・

6，259，077

17，825，160

17，82う，160

2，164，41　6

2，］61，416

4，043，320

　4，043，320

10，080，000

10，08∩，OOO

672，301，085

378，S50，119

25，163，938

　6，5δ2，145

　656，693

　2，076，730

］39，］6］，923

17，711，479

102，017，288

　　770

1，081，3α9

1，081，309

1，696，670

1，696，670

92，8α2，725

92，802，725

907，167975

907，167，975

3｜081，316

3ユ，081，316

算　　純　　計
（昭和九年度）

額　　（♀賄圓）績

科 1「

人學及亭校岡吉角、臨時支出全

　・一般會二臓出臨晴部文部省所伶第十二款メ（
　學吸乎校固書｛礪、時土｛11金　　　　　　　・・

祐國人乎及1、立人學資金繰入・　…　・・

　帝國人乎特別會計資全部哉出各款ノ内歳入
　臨時部首入

竃又駕瓢夏繊竃懸蕊誇天項
　庁立メ（巧潮別會計孜全部歳出第二款or．一一一項

　歳入終諭部繰入　…　　　　　　　…

　晶1或i人學牛￥別愈計資全部歳出第六款第二項
　ノ内旗入脛浩部繰入　…　　　　　　　　’・

i造幣肩地介代金・・・…　　　　　．　　．　．．

　造構3肩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三項材社素品
　費ノ内　　　・・　　…　　　　　・．

煙草専賓㊨金雑太厩特別會言1紳入　　　　　・

　一般會計歳出紹常部拓務省所㌣昂二款第一・
　項煙草專蜜益金梓太賦特別會計繰入　　　・

題幣局未癸行補助貨受入代リ全　・　　　　．．

萎警；麟墓鷺罐歳出第一鷲デ項未

各拍厩1【」刷物代金・・　・・…

　一般遊各特別愈計故li｛ノ内　　＿・・…　．

尋☆局へ他會計ヨリ樟脂具他喪胡1代金

　卑白川特別會。噛出第一款第四項専喪品賠
　偵及購貝費ノ内

苓貞局ヨリ他古訂へ煙廿責挑fV合

　朝鮮絶日別特別會計歳｝正1絆枯部情f八；人拮
　二項葺・一川】専貞品焔償及購」Z費ノ内・　・

　葡轡轡督荊特別會計歳出糾6部ル十四；踏、
　三頚專宜品捕債及購買費ノ1勺　　　　　　・

鮭軍ヨリ侮軍へ委託造修八全　　　．．．．

　一般會二臓出臨時部陸’F省所言昂二；掴防
　允負費ノ内　　　　　　　　…

陸軍造兵廠ヨリ陸阯曜ヘノ似給代全　　・・．

　一般會計歳出陸軍省所管ノ内　　　＿．

　一般會計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

千｛牒絨所ヨリ陛軍ヘノ但itlfkA．…　．．

　一般會計歳出轡軍省所行ノ内　　　　　…

　陸軍造兵廠特別曾計歳出昂一款第二項材粁
　素品費ノ内　　…

海軍工廠資金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

　一般會計歳μれ毎軍省所管ノ内…　…・．

海軍火薬廠ヨリ海軍ヘノ但給代金・

　一般會計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

海軍燃料廠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全　　…・…

　一般會計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

全　　額

3，471　，203

302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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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
C
U
6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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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52，646

10ユ，7こi2，616

　3，000ハ000

　4，426，397

　4，417，5｛0

　　8，857

82，f90，755

82，190，7ξi5

8，016，795

8，016，79」

22，164，141

19，726，284

財

不｝ ｜r

　海軍T廠資令特別楡臓川兄一款了．一馴イ
　判物品費ノ内　　　　　　　　　　．　　　．

　海軍火薬械特別倉謂曳出第一訳第二項事史
　費ノ内　　　　　　　　　…

通信玉ユ設備補允繰入全　　・　　・…

巽難襯莞ぽ勘醐1第一款以

通個］又用品勘・Cコリ丘本又務酬り淀ヘノ供
給代全

　通f”事叉特別會二｝資本勘定歳1職，一一款第二

　款・鈴三入、第し款ノ内及某務勘冗止出第
　一・杁銘三款ノ内　　　　　　　＿

振替貯金特別取扱利　　　　…

　簡易ノ1命保瞼特別伽hjU　l｛第一款第一項＾『．

　十五口｛五く替貯金特別取扱川

　郵便年全特別脊。1歳出穿，一杁第二項7．椚
　H振替貯全特別取扱ト1　　　　　　　　・

郵便物匹途費　　　　　　　・　・．＿．．　．

　通仁事業特別柘牒務勘定歳出拮一款第二
　項第十八口集配遊途費　　・

佑國鐵道用品勘定ヨリ資本、牧谷爾勘k’ヘノ
供給代全

　帝國鐡・問テ別倉コ牧盆勘冗歳1聯一一一・，rA第一

　項事又費ノ内

轍磯道用品抱恒リ朝鮮↑鰭府特別愈話ヘ
ノ供給代全

　朝餌絶噺▲特別倉計歳出終常部第二卜杁第
　二項蓼よ費ノ内

菜働、・批鑓用品資全ヨリ築鰯幌胴捌會
。1ヘノ似給八全

竺魏欝劉烈歳出織部宕＋三款第

磐鐵撒鋤定へ他鯖・リ麟運繊拠

　朝餉i！v督川特別結協聯《常部兄二卜，Mff、
　二項諸捌ノ、立替全及訣損仙」眞全ノ内　・　・

　塵瀦纏督的特別會計歳踊・川、部第十三款第
　ヒ項諸梯択金ノ内　　　　・

　樺プ・願特別會計歳出糟；；閤≦第六款第二項第
　十目。剤弗戻金ノ内　　　・　　　＿

帝國鐵道牧益勘εヨリ他倉。トへ連雛r楡支佛
金　　　　　　　　・　　…　　　．．‥　　．

　愉國鐵道特別會計牧獄勘定歳出第一杁第三
　狽諸俳戻立替金ノ内　　　・・　　　．．

大藏省預全部特別“rrl交付金…　…・・…・・．

　一般仔計歳川㍗常部佑十三款ノ（藏省預全部
　特別愈計交付金　　　　　　　　．．．．　．．．

各會計ヨリー般倉計へ警紀資全繰入………　…

他會pfヨリー般會計ヘノ納仕金　　’°’°°’◆’’”◆

　通信事菜特別會。卜某務勘定歳出第二款一般
　會。r納付金・　…　　　一．．．＿．＿．．．．

其他…・　・・　　・・・…　＿＿＿＿．．．．．

政 371

全　　頗

2，3今8，926

　98，931

1，550，000

1，550，000

34，323，190

34，”・22，190

1，051，349

1，0tg，197

　　2，152

2，991，4eo2

2，991，462

186，677，000

186，677，000

16，743，961

16，743，961

5，960，000

5，9弓0，000

8，803，000

6，513，000

　635，000

ヱ，625，000

3，794，000

3，791，000

3，370，090

3，370，000

3，280，612

78，000，000

78，000，000

2，231，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