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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除額内澤（昭和八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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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金　　額 科 日 金　　額

歳　　入

舗額………………・・……………・…・・…・………　2，704，001，109

特男咽曾言r盆5i金辛栗入・・・・・・・・・・・・・・・・・・…　…・・・・・・・・・・・…　　　　243，909，361

一般曹計歳入評常部第三款ノ内・・…………・　　ユ76，205，062

一Ptff｝、，｝？，tミ金・・・・・・・・・・・・・・・・・・・…　‥・・・・・・・・・・・・・・・…　　　　ユ73，317，203

印刷局益金……・……・・…・…………・・………

千仕製絨所益金……・…・…一……………・’

海軍工廠資金益金……・…・………………”・’

海軍燃料廠釜金・一………・…・・……・………

製鐵所特別愈、、1es　lx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項

作業益金繰人………………・・……・………’・◆”

帝國鐵造特別曾計資本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頚鐵道益金繰人………・…・……………”…’…

他愈計ヨリー般會計へ恩給負携金繰人…………

　一般會計歳入紳常部舞咽款第七項特別曾。卜
　恩給負携金……………・……・・……………吟…

散育改善及農村振興1齢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愈
計へ繰人……………・……………・・…・’・…………

　一般脅計歳入轡常部第六款数育改善及農村
　振興基金特別會計ヨリ繰入・………・…・…・…・・

國有則産整理資金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會計へ繰
入………・………一’一………………”・………………

一般愈計歳入臨時部第六款第一項國有財産
整理資金繰入…・・………・………・………・・……

特Y，IJ會言f糸壁費有嬉充金・・・・・・・・・・・・・・・・・・・・・…　．・．…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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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東庭特別愈計戯入臨時部第二款補充金……

2，032，515

5，344

500，000

350，000

12，879，455

54，824，844

13，799，379

13，799，379

8，437，576

8，437，576

6，864，849

6，S64，849

19，453，773

］2，S53，773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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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付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
二目蜜却及償還益金ノ内………………・……・・

他會計ヨリ大藏省預金部へ預入全利子…………

簡易ノ1二命保瞼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
一一・@fl利子牧入ノ内……・…………・…・…………

封支文化事業、健康保険、教育基金、i致育
改善及農村振興基金、帝國ノく撃（及同資金

蒙蕊蕊竺灘禦議麟灘㍊こ
帝國鑓道特別愈計牧益勘定、努働者災害扶
助責任保瞼、各特別愈計歳人ノ内利f’牧入・・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愈計ヨリ他倉計へ繰入………

一般會計歳入経常部第六款第一項大藏省頂
金部特」弓旺禽ロi’ヨリ約㌧・・．・．含・．．…　．・…　●・・・・…　●‘…

朝鮮総督府、秦灘穂督府、關束臆、樺太鹿
及南洋甑各特別愈計歳入ノ内大藏省預金部
特別會計ヨリ繰入………………………………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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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項乃
至第十項他會計ヨリ繰入…・……………・・……

健康保険特別愈計へ他會計ヨリ繰入・…………・・

　健康保険特別愈計歳入第二款第一項健康保
　瞼國庫負櫓金受入・・……・………………………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禽計ヨリ他愈計へ支｛弗利子…

一般倉計歳入純常部第四款第十項利子牧入
ノ内特別曾計貸付金利子……・……・・…………

製鐵所特別會計ノ分………・………・・………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
・・一“ 菶?q牧入ノ内……・……・・…・・……………

國債語券利子…………・……・・………………

他會計貸金利子・……・……・…………………

1，600，000

2，IM，698

2，］64，608

4，454，289

3，461，605

992，684

9，630，㎜

S，700，000

930，000

715，851，938

715㌧8U1，93s

1　，696》670

ユ，696，670

99，640，929

58，495

58，495

83，660，851

61，572，734

22，088，117

算 純 計、　額 （箪位圓）

科 口

　　　一般會計ノ分……………・………・・…・…・・

　　　帝國鐵道特別愈計ノ分…………・…・…・…

　　　朝鮮総督府特別愈計ノ分…・・……………・

　　　米穀需給調節特別會計ノ分・…………・・…

　　　製鐵所特別古計ノ分…・…・………………・

　　　翻1胃絶督府、闘束聴、樺太臆各特別會
　　　言｝・ノ分㍉・・…　一・・・・・・・・・・・・…　一・・・・・・・・・・…　一・・…

　封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歳入第二款第一項第
　一　tl　資7ご矛IJ　　j㌧　ノ　　内・◆・…　　　．一．　．．．．．．．…　　　．…　　　．．●…　　　●・．、．・・

　教育改IY．及農村振興某金特別會計歳入第一
　款第一姐利珂父入ノ内…・・……………………

　帝國大學、官立大學動學校及固書館各特別
　會言1歳入経常部ノ内……・………・・……………

　簡易，！’命保瞼特別付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
　一目利子牧入ノ内……………◆・・………・…・・…

　郵便年全キ1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一日
　利子枚入ノ内……・………・・……・…………・・…

　朝鮮簡易生命保瞼特別臼計旗入第一款第二
　頚運川牧入ノ内……………・…・・………………

公債金……………………・……………・………・…

　一般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十款公債金……………

　朝鮮絶督1自特別古計歳入臨時部第四款公債
　金・・一………一・……・・…・…………………・…

　墓溝絶プ酬1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三款公債
　金……………………………・……・…………・…

　闘東聴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三款公債金……

　樺太厩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四款公債金……

　帝國鐵道特別會計賓本勘定歳入第一一款第二
　項公債金……・…………・・…………・……・・……

大學及學校固書館経常支出金…………・・………・

　帝國大學特別古計歳入経常部…………・…・…・

　　鎗一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東京帝國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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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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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四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九州帝國
　　大學）………………・…………・……・・…・・…

　　第五款第一項蜘「1支出全受入（北海道帝
　　國大學戊………………・………………・……

　　第六款第一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大阪帝國
　　大學1………………・………………．・、＿＿．．

　官立大學特別禽計歳入経常部第一款第一項
　政府支出金受入・…・………………・…………＿

　學校及固書館特別倉計歳入経常部第一・款第
　一頚政府支出金受入………・・……・……・……・．

大學及學校固書館臨時支出金……………・…・・…

　帝國大學特別倉計歳入臨時部自第一款至第
　五款各款各第一項臨時政1「1支出金受入………

　官立大學、學校及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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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大學及官立大學資金繰入・………・…・…・・…・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各款ノ内資金
　繰入…・・……………………・……＿・…＿＿．．．．．

　官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第一項
　維持資金繰入…………’……・・…・……＿＿．．．．．

金　　額

782，455

5，2S6，304

2，250，061

9，38］，910

4，036，195

342，192

893，103

7，575，000

218，955

6，146，090

ユ，036》6S5

51，750

1，011、810，859

919，0S4，226

33，000，000

5，000，000

3，226，643

3，500，000

48，COO，0∞

30，680，475

12，640，395

3，721，665

2，534，533

ユ，822，076

2，027，480

2，034，327

500，314

6，工19，032

11，921，048

2，854875

1，65S，300

1，ユ96，575

3，328，531

2，496，910

639，835

財

科 日

　官廿ノ（學特別會計歳入恕常部第一款第三項
　負↓十日特別資全繰人………………・・………・

　帝國大學特別愈；1歳入細常部錐六款第二項
　鋭一日紺持寳金繰入………………・……・…・…

碗國大學支出金…………・・…・…………・……・・…

　帝國ノく學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臨時政
　府づζ出金受入……………………………………

辻幣局特別古計へ一般愈計ヨリ支｝弗代金一一

　遭幣局特別會、1卜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四U注
　丈品製造粋…………・…・・……………・・………

辻幣局地金代金…………・……・……・・…………・

　是¶8局特別會計資企部歳入第一款第一項地
　金寅佛代……………・…・・…・……………・・……

鎚幣局未嚢行補助貨受入代リ金…・…・…・・……・・

　辻幣局特別會刮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十H未
　褒有補助貨器造代リ金・・…・………・……・…・…

各了ゴ』匡rP届胆勿fKこ金・・・・・・・…　…・・・・…　……　…・・……・・

　rp刷局特別付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一n製
　品貞挑代ノ内………………・………・・…………

專責局ヨリ他會計へ煙草責胡1代全………………

　専賓局特別脅6卜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一目煙
　草貞挑代ノ内………………・…………・・………

專☆局へ他會計ヨリ樟脚馳葺抑代A．…………

　豪演穂督府特別愈計歳入絶常部第三款第三
　項佑二目樟臓牧入ノ内……・…………・……・…

　裏鷺絶督π1特別會計歳入経常部第三款第三
　頚第一一目食瞳枚入ノ内……………・…・・………

陸軍造兵廠ヨリ陸海軍ヘノ供給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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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煙草専賓益金樺太臨特別曾計繰入…・・………・…

　樺太庭特別付、1臓入経常普る㌶｝四1火弟一項煙

　草專貞益金受人…………・……・………………

千仕製絨所ヨリ区軍ヘノ但給代金……・…・・……

　千化製絨所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作業
　牧人ノ内………………・・…・…………．・．．＿．．＿

陸軍ヨリ海軍へ委託造修代金………………．．．＿

　一般愈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第一・項第一日荘
　軍受託造修牧入ノ内…………………………＿

海軍工廠贅全ヨリ海’，Eヘノ供給代全……・……・・

海軍工廠資全特別倉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け
　半斗4勿湿1喪ll弗fヒノ内・・・…　　…・・一一・・…・・・・・・…　．．・．．．．

海軍火聚廠ヨリ海軍ヘノ似給代全…………・…．・

　海軍火薬廠特別愈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作業
　枚入ノ内………………・・…・……………・・．＿＿

海軍燃料廠ヨリ海軍ヘノ供給イ識一一・…・…・・

　海ボ燃料廠特別禽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作業
　牧入ノ内………………・…………一……・．＿＿

製鐵所用品、作業爾勘定ヨリ資本勘定ヘノ固
定財茂減債償却金繰人…・……・…・………．・＿．＿

籠罐2鍵麓黎寮竺二㌻語．．

製鐵所作業勘定ヨリ用品勘定ヘノ供給代金……

　製鐵所特別會計作業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項
　第一目生産物頁佛代ノ内……’・……・・…・・……

政 研

金　　額

o「　O，OOO

11】，78り

10，000

10，0｛｝o

641，913

61】，91：；

1，239，348

1，2n97：148

1　192，911

1，192，911

5，245，431

5，245，431

2，547，440

2，517，140

2，576，000

888，000

1，688，000

96，（）95，550

96，095，0「rjO

1，228，521

ユ，228，521

4，497，5C7

4、497，507

500，000

　500，000

58，794，534

58，794，534

7，707，118

7，707，：118

20，789，292

20，7897292

6，826，029

6，826，029

2，r67，500

2，267，500



翻 財 政

科 n

製鐵所用品勘定ヨリ賓本作業繭勘定ヘノ供給
代金…・……………・………・……・…・・……………

　製戯所特別仔計用品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項
　用品及工作牧入………・・……………・令…・……’

製鐵所ヨリ各曾計へ製品賓沸代金………………

　製鐵所特別命計作業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項
　鍔㌧一目生産4勿貰］弗fkノ　内・…　…・・・・・・・・・・・・…　一…

郵便物遁逸費………・・……・・………………・・……

　帝國鐵道特別脅計牧稽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蓮輸牧入及第二項雑牧人ノ内………………

希國鐵Pt用品勘定ヨリ責本、牧益爾勘定ヘノ
供給代金…・…・・…・……・・………………・・………・

　帝國鐵逝特別會計用品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川品及工作牧入………………………・……・・

朝鮮鐵道用品資金ヨリ朝鮮穂督｝仔特別會計ヘ
ノ仙給代金……・…………・…・・……………・…・…

　朝鮮鐵道用品資金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
　JJI川品及工作牧入………………’”……………

裏湾官設鐵避用品資金ヨリ墓溝線督府特別愈
計ヘノ供給代金………・………・・…………・……・・

　整灘官設鐵道用品資金特別愈計歳入第一・款
　鎗一項川品及工作牧入…………………………

帝國鐵道牧益勘定へ他倉計ヨリ連幣運楡支佛
金………………・・……・・…………・………・………

　帝國鐵道特別曾計牧益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三
　項催牧入及立替金受入ノ内・…………………・・

金　　額

帝國鐵道牧益勘定ヨリ他曾計へ連帯蓮楡支彿
金…・……………・……・………・…・…………・……

　朝鮮穂督府特別曾計歳入纒常部第三款第二
　項第六ll假牧入及立替金受入ノ内……・…・…
　豪騰練督府特別曾計歳入紐常部第三款第二
　頚鐵道牧入ノ内……………・・’・・……………・・

　樺太盛特別會計歳入経常部第二款第二項第
　三目假牧入ノ内……・・……・…・・…・……………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交付金…………・・……・…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言｝歳入第一・款第二項一
　般會計ヨリ受入………・……・…………・………

缶會計ヨリー般會計へ瞥繕資金繰入……………

　一般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六款第二項乃至第七
　項・・…………・…・・……・………・…・・……………

其他…………………………・一……・…・一・……

慶 出

穂額………………………………・・……………

他古計ヨリー般曾計へ恩給負櫨全繰入…………

数育改善及農村振興基全特別古計ヨリー般愈
計へ繰入・…・…・・………・・……………・…・………

　敷育改善及農村振興某金特別會計歳出第一
　款第一項一般會計へ繰入・……・……・…・…・…・

國有財産整理養金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愈計へ繰
入……・…………・……’…・………”………………

　國有財産整理養金特別愈計歳出第一款第一
　項一般會計へ繰入………………’…’…’’’’’”…

特別會計経費補充金・………………・…・…………

85，061　，7as

85，061，765

23，358，700

23，358，700

2，865，320

2，865，320

165，628，000

165，628，000

16，348、367

16，348，367

5，364，COO

5，364，900

6，844，000

6，8“，OOO

2，954，000

2，714，000

124，000

116，000

4，246，000

4，246，000

脇880，916

ユ8880，916

3，314，835

2，490，694，748

13，799，379

8，437，576

8，437，576

6，864，849

6，864，849

19453，773

347・歳入歳出豫
　　　　　　　　（控　　　除　　　額

科 目

一般會計歳出臨時部拓務省所管第四款特別
曾計経費補充金・…………・…・・……………・…

四分利付支那債券元利補償・……………・…・……

一般會計歳出臨時部大藏省所管第五款四分
利付支那債券元利補償ノ内…………・……・・…

他會計ヨリ大藏省預金部へ預入金利子…………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二項第
一日預金利子ノ内………・………・…………・・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ヨリ他會計へ繰入金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三項他
　會計へ繰入……・…………・…・……・………・・…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曾計へ他會計ヨリ繰入………

一般會計歳出緯常部大藏省所管第＋二款國
債整理基金繰入…………・………………・・……

努働者災雀扶助責任保瞼特別愈計歳出第一
款第三項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曾計繰人…………

朝鮮穂督府特別會計歳ill　gen常部第二十三款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會計繰入…・……………・・…

墓灘穂督府特別會計歳Hユ経常部第十六款國
債整理基金特別會計繰入…………・……・・……

關東聴及南洋麗特別會計歳出経常部ノ内國
債整理基金特別會計繰入……・……・………・…

樺太肝特別會計歳出経常部第＋款國債整理
i基金特別會計繰入・・…………・’・…・’°’”……’…

米穀需給調節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四項國
債整埋基金特別會計繰入………・・……・………

製鐵砺特別會計養本勘定歳出第三款國債償
還金及同作業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三項利子及
債務坂扱諸費………………・…・・………………

帝國鐵道特別會計資本勘定歳出第二款第一
項國債償還金繰入及牧益勘疋歳出第一款第
二項利子及債務坂扱譜費・………・・……・……・・

健康保瞼特別會計へ他愈計ヨリ繰入……………

一般愈計歳出経常部内務省所香第十九款第
一項第一目健康保瞼特別曾計繰入金…………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自計ヨリ他倉計へ支佛利子…

　國債整理某金特別愈計歳出第一款第一一項國
　債整理基金支出ノ内…………・……・・………・・

公債金……・…………・・……・…………’…………・

　公債金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公債金支出………

大學及學校固書館経常支出全…・…………・……・

　一般禽計歳出経常部文部省所管第十一款大
　學及學校圖書館支出金…………………………

大學及學校圓書館臨時支出金…・…………・……

　一般會計歳出臨時部文部省所管第十二款大
　學及學校圖書館臨時支出金………………・・…・

帝國大學及官立大學資金繰入・………………・・…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養金部歳出各款ノ内歳入
　臨時部繰入………………・・……・………………

金　　額

19，453，773

2，164，698

2，ユ64，698

4，454，289

4，454，289

9，630，000

9，630，000

715，851，938

376，897，540

910

24，633，558

6，442，452

628，238

1，997，400

133，22〈1，709

71，740，794

100，286，337

1　，696，670

ユ，696，670

99，640，929

99，640，929

1，011，810，869

1，011，810，869

30，680，475

30，680，475

2，854，875

23854，875

3，328，531

2，496“910

算
内

純
課）

計 額　　（軍位圓）績

科 日

官立ノこ學特別會計賓金部歳出第一款第二項
歳入臨時部繰入・………・・………………………

官立ノこ學特別會計贅金部歳出第二款第一項
歳入絶常部繰入…・…・・…………………………

帝國ノく學特別脅；1資全部歳出第六款第二項
ノ内哉入紅常部繰人………………・・…………’

帝國大學支出金………・・………・・………・………・

　一般會1、卜故出臨時部文部省所管第二十三款
　三陸地方式災苫後費…・一………・…・・………

ま三㌧「｝｛8ハ・うユ也全fNこ全●・・…　　．一・・…　　◆・・・・・・・・・・・…　　一・一φ・●9・一一・一・・

　辻幣局特別會引旗出第一款μン三項材料素品
　費ノ内…・・…・・………………・……・…・………

迭幣局特別倉計へ一般會計ヨリ支争弗代全………

　一般會；卜歳出臨時部人藏省所管第三十一款
　錐一項溝i洲事w行賞諸費・…・一…・・………・…・

煙草専蜜茶金柑太磨特別古言は※入………………

　一般愈言臓出脛常部拓脊省所管第二款第一
　項煙草専喪益金枠太聰特別臼計繰入…………

殺幣局未褒行補助貨受入代リ金…………………

　造幣局特別會計資全部歳｝ll第一款第二項未
　鼓ぞ∫補助貨受入代リ金…＿＿＿＿＿．．．．＿．．＿

∠各伯1離江P届朋勿f℃全…　……　…………・・…・…・…・・…

一一
｡支立∪各牛芋兄‖愈言fiJA　I　E　I／1勺・・・・・・・・・・・・・…　一・・・…

専貞局へ他舎計ヨリ刷；三洪他蜜排1代全…………

　尋賓局特別會計歳出訂ンー款第四項専葺品賠
　償及購買費ノ内……・…・…・……・………・・……

専寅局ヨリ他會；yへ煙草賓佛代企…・・………・…

　朝鮮線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絆常部第＋八款第
　二項第十11専頁品賠償及購買費ノ内…………

　荏i湾総督｜f：j特別會計歳出総常部第十四款第
　三項專R品補償及購買費ノ内…………………

陸軍ヨリ海軍へ委託造修代金…………・……・…・

　一般會ll臓出臨時部騨E省所工：第二款國防
　充賓費ノ内………………………………………

陸軍造兵廠ヨリ陸海軍ヘノ但給代金……………

一般會計歳出陸軍省所管ノ内……………・・…・

一般曾計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千住製絨所ヨリ陸軍ヘノ但給代金……・……・・…

一般愈計歳出陸軍省所管ノ内…・…・……・…・・

陸軍造兵廠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三項材料
素品費ノ内……………・…・……・…………・・…・

海軍工廠資金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一般會計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海軍火薬廠ヨリ言口軍ヘノ供給代金………………

一般會計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海軍燃料廠ヨリ海軍ヘノ似給代金……・……・・…

一般會計歳H｛海軍省所管ノ内…・……………・・

金　　額

639，835

50，000

141，786

10，000

10，COO

㍉239，348

1，239，348

641，913

611，913

1，228，521

］，228，521

1，192，911

1，192，911

5，245，431

「），24r），431

2，576，000

2，576，000

2，547，040

103，873

2，443，567

500，000

o「OO，OOO

96，095，5SO

93，095，0「r）O

3，000，000

4，497，507

4，488，650

8，857

58、794，534

三58，794，534

7，707，118

7，707，118

20，789，292

18，599，475

財

科 日

海1E工廠資全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一項材
判物品費ノ内………・………・・…………・……

泊軍火藥廠特別愈計歳出第一款第二項事業
費ノ内……………・・…・………・…・……………

製鐵斯用品、作業爾勘定ヨリ貴｛勅定ヘノ固
定財産減憤償却金繰入……………………………

　製鐵所特別愈計用品勘定歳lll第一款第一：項
　第二＋1！及同作業勘定歳ll｛第一款第二項第
　二＋三目各固定財産減償償却金………………

製鐵所用品勘定ヨリ資本、作業爾勘定ヘノ供
給代金・…・……・・……・…・…………・…・…・………

　禦鐡所特別會、：卜資本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一一項
　及第二項ノ内及同作業勘定1歳出第一款第二
　項事業費ノ内及第二款第二浪豫備費ノ内……

製鐵所イ廿L勘定ヨリ川品勘定ヘノρ嚇代金……

　禦鐵所特別愈計用品肋定歳出第一款第二項
　第五n細ll品費ノ内……・…………・…・………

駁鐡所ヨリ各曾計へ製品☆排｝代金……・……・・…

一般付計妙各特別會日歳出ノ内・・…………・…

郵便物避迭費…………・…・・……………・………・・

　一般付；臓出経常部匹f，：省所控第二款第二
　項錐＋t1集配遅迄費…・…………・………・……

帝國鐵道用品勘定ヨリ資本、牧谷函勘定ヘノ
供給代金………………・…・・……………・…・…・…

　帝國鐵道特別會r，卜牧益勘定歳出第一一款第一
　項球某費ノ内………・………・・…………………

朝鮮鐵道用品資全ヨリ朝鮮憩督府特別會1；トヘ
ノ供給代金…………・一・…・・………・………・…・

　朝阿穂督府特別飢｜歳出絆常部第十九款第
　二項事業費ノ内……・…一………………・…

室溝官設鐵道用品資全ヨリ塞溝糖督1「」特別｛㍗
計ヘノ供給代金…・……・・

　豪溝絶督府特別會計歳1
　二項鐵道専業費／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纏常部f：十三款第
．　…　　　　．　・　・　守●　●　・　．　■　．　■　・　■　●　●　●　■　■　　●　　　　●　．

帝國鐵こ己牧釜勘定へ他付計ヨリ述借；iE楡支沸
金・………………・・……・・…・・……’・…・…………・

　朝鮮陣督府特別古計歳出紳常部第十九款第
　三項諸佛尻立替金及訣損崩填金ノ内…………

　裏湾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絆常部第十三款第
　七項諸佛民金ノ内…・・……………φ…・……

　樺太臨特別旬計歳出組常部第六款第二項第
　八目議佛展金ノ内………・・……・…………・…・・

帝國鐵道牧益勘定ヨリ他愈計へ連帯運楡支捗
金………………・・…一…………・・…一…………

　帝國鐵道特別會計牧拾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三
　項諸挑戻立替金ノ内……………・…・…・………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曾計交付金…・・………・………

　一般會計歳出終常部第十三款大藏省預金部
　特別愈計交付金………・・………・…・…・………

各會計ヨリー般愈計へ麿繕資金繰入……………

一般會計ヨリ海軍工廠資金へ臨時補足金………

其　他………………・・……・・…・・…………………

政 369

金　　額

2，0S　2，770

107，047

6，826，029

6，82弓，029

85，061，765

85，061，765

2，267，500

2，267，500

23，358，700

23，358，700

2，865，S20

2，865，320

165，628，000

165，628，000

16，348，367

ユ6，34S，367

5，364，900

5，364，900

6，844，000

5，344，000

ユ28，000

1，372，000

2，954，000

2，954，000

4，246，000

4，246，000

1，880，916

30，000，000

3，31　4，e3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