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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倉言ト及特兄哩會言トノ全部ガー一ノ會言｝・二

額

（里位圓）

n

額

l

穂
昭和

1劇U・・

釧一般會⇒特別曾計

4，⑨081152，639
4，379，95S，234

］，496，853，703

1，406，986，151
ユ，ユ23，4，2S，296

4，133，3r）3，86⑨

2，001，125，R，

3，7・17，9L）O＞59，5

ユ，761，8V8，754

02

朝鮮糖督府特別會計ノ分…………………
米穀需給調節特別愈計ノ分・・…………・…

3，401，166，488
3，256，529，938

70．7
74．4

4，0

67．1

ア6，∩40，353

69．0

秦渥紗督府、關東臨、樺太庶各特別會
計ノ分………………・…………＿＿・．．．．＿

到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歳入第二款第一項第

2，001

，1

公債金・……・…・…………………・＿＿・＿＿＿＿．

a5，802

四分利付支那債券元利補償・・………・・…・…・・

印刷局益金……・………・・……………・・…・…

千仕製絨所益金……………・…・・……………

ユ72，848，574
ユ，530，535

4，150

大藏省預金蔀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
二日葺却及償還益金ノN……………・…・・……
他古計ヨリ大蔽省預金部へ預入金利子・・………
……

海軍燃料廠釜金………………・・…・…………

800，000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ヨリ他曾計へ繰入…・一・

5，906，825

闘東磨特別曾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補充金……

國債整∫脚よ全特別會計へ他會言トヨリ繰入………
至第プL項他臼計ヨリ繰入・・・・・・…

‥…

‥・・・・・・・・…

健康保瞼特別會計へ他會計ヨリ繰入・・…………・

健康保険特別會計歳入第二款第一項健康保
瞼國庫負擦金受入………………………………
囚債整理基金特別曾計ヨリ他愈計へ支沸利子…

484，632，267

481，63三〕，267

1，696，670

…

…

大學）……………・・…・………・・…＿＿．．．．．．．

錦四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九州帝國

大學）…・・……………・…・・………＿＿．＿．．．

第五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北海道帝
國大學）・…………・……・・………＿＿＿．．．．

官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紹常部第一款第一項

1 7

1 9 3 S

9 0 4

政府支出金受入・……………………・…・…・…．．

6 1 35 2 8

學校及暉書館特別愈計歳入経常部第一款第
1，696，670

96，259，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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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5

一項政｝付支出金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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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攻府支出金受入・・……・

1

専葺局へ他曾計ヨリ樟臓具他葺梯代金・・…・……

i墓瀕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入裡常部第二款第三
項第二目樟冴笛牧入ノ内……・…………・・………

ユ，or）O，700

墓濁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入経常部第二款第三
項鈷一員食盛牧入ノ内………・………．．＿＿＿

陸軍造兵廠ヨリ陸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陸軍造兵廠特別愈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作業

牧入ノ内……………………………＿．＿．＿＿．

煙草專寅益金樺太庭特別會計繰入………………

樺太蟻特別禽計歳入経常部第四款第一項煙
草専貞益金受入…………・・…・…＿．＿＿＿．．＿

千住製絨所ヨリ陸軍ヘノ供給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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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合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第一項第一口海
軍受託造修枚入ノ内・……・…・……・・…………・

海軍工廠賓金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海電工廠賓金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材
料物品葺沸代ノ内…………・……・・……………

海軍火莱廠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海軍火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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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海軍燃判廠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作業
牧入ノ内…………………………・・＿＿＿．．．．．．．

1 6 46 8 4 8 3

製鐵所用品、作業爾勘定ヨリ賓本勘定ヘノ固
定財産減慣償却金繰入………………・・＿＿．＿＿

6，819，250

5，906，825

製鐵所特別愈計ノ分…………・……・．………

58，495

18，513，914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禽計歳入第一一款第一項第
一日利子牧入ノ内…・・…………………………

肯立大學v學校及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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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ユ，019，695

固定財産減慣償却金繰入………………．．．＿＿

6，819，250

81，787，590

帝國大學及官立大學贅金繰入・・…………・・……．．

3，191，748

製鐵所作業勘定ヨリ用品勘定ヘノ供給代金……

1，175》500

國債護券利子・…・……・・…・…………・…・・．…

57，287，645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各款ノ内資金

他會計貸金利子・…

24，49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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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000

挑代ノ内…………・……・・……．＿．．＿＿．

カ

⇔・・・・・・・・…

…

専責局特別倉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一口煙
草東

り

・・・…

……

2に﹂

一・・・・・・…

…・

第三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東北帝國

6

一70﹂
7
内0

特男IJ會言†ま璽費右覧充金・・…

特別會計ヨリ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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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7，967，771

一般脅計歳入臨時部第六款第一項國有財産
整理蚕金繰入……………………・……………・・

8，700，000

朝鮮練督府、篭湾練督府、開畑憲、樺太臆
及南洋聴各特別曾計歳入ノ内ノく藏省預金部

Oヨ

7，967，771

閲イ測産整理資金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愈計へ繰
入…………・……・……………・・…・……・・…・……．

一・．・・．・．．．．．．・．．．．

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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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り6

◆・・・・・・・・…

戊貝1會三トヨリ猷・・．i−・・・・・・・・・・・・…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鯉常部・・………………．

戸ご

13，14ユ，471

一般會計歳入郭常部第六款数育改善及農村
振興基金45…戊jlj會ご｝輪ヨリま栗入」・・・…

9，630，COO

國債整押基全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乃

教育改善及農村振興基全特別愈計ヨリー般會
計へ繰入……………・……・………・…・・…・………

807，585

大學及學校鼠書館経常支出金…・…・………・……

PO

13，141，471

一般脅計歳入忽常部第四款第七項特別會計
恩給負推金………………・・………・・…・・…・…．．

項公債金……・…………・…・・．．…＿＿＿．．．．．＿．

戸〆

弛會計ヨリー般倉計へ恩給負櫨金繰入…………

61，071，669

闘束臨制別曾計歳入臨時部第三訟公漬金……

S 9

のヨ

帝國鐵滝特別愈計賓本勘定践入第一款第一

蚕湾絶督府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三款公債
金………・………・……・……・＿．．．．．．．．．．．＿．＿．．

樺太臆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四款公債金……
帝國餓蓮特別曾計資本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二

一般貧計歳入経常部第五款ノく荻省預金部特
2，472）120

金…・…・・………・・……・・…・…．＿．．．＿＿．．．．．＿．

家畜再保険、郵便年全、朝鮮簡易生命保瞼、

500，000

頚鐵道益金繰入………………・……………・…．

4，54S，870

部）、官立大學、學校及岡書館（及同資金部）、

海軍工廠養金益金……・…………・・…………

製鐵所特別脅計養本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項

5，356，455

問支文化事業、健康保険、教育基全、教育
改善丞農村振興某く志帝國大學（及同賓合

帝國鐵道特別會計牧蕎勘定、勢働者災害扶
助責任保瞼、各特別會計歳入ノ内利子枚入…

作業益金繰入…………・……・・…………………

朝鮮穂督府特別臼計歳入臨時部第五款公債
2，164，698

簡易生命保瞼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
一日利子牧入ノ内・…・……・…・…・………

一般倉計歳入臨時部第十款公債金・・…・………

専喪局ヨリ他會計へ煙章蜜佛代金…・・………＿

⑭ご㎝㍑ゆ⑳㈱誕田

専賓局益金…………………………・…・・……

1「75，638，259

64，699

＿．一■一■＿．．．．．．．

rp刷局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一口製

O︼

一般倉計歳入窓常部第三款ノ内………………

239，227，048

2，1

…・・・…

品貞挑代ノ内……………・…・・…………………

﹈

特別曾計益金繰入…・……………・…・……………

・…

4勿f覧金・・・・・・・・・・…

田陶脳殿翅蹴別蹴纈のm田皿⑰㎜⑦惚鰯螂偲

額・・・・・・・・・・・・・・・・・・・・・・・・・・・・・・・・・・・・・・・・・・・・・・・・・・・…

1，600，000

各1す騰FP昂iJ

一〇

樺太聴特別倉計歳入臨時部第三款描充金……

斑鰯娼

蕊

入

ダ∂

歳

衰f∫補助貨鋳造代リ金………………・・＿＿．＿

4 062

0416 9︒↑ 4︒∪ユ 56 四11 3 ユ2
7
0︵り

郵便年金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一［1

一∂

一目利丁牧入ノ内…………・……・・………＿＿
利子牧入ノ内…・…・…………．・・＿．．＿＿＿．．＿

0 00

ド

額

金喪佛代…・・………・…………・……・・＿＿＿＿

辻幣局未登行補助貨受入代リ金…………・……・・

﹂づrら叫 7ー〆O
O茄u
6︵
︶8
別︒6
93
90
阻ち田
閲60防︒oガm60403
︵7
UO

簡易庁翁保瞼特別會言1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
金

∂

科

戸

額

…………・．

是幣局特別會計賓全部歳入第一款第一項地

6 4

8 9

5

金

戸∠

日

i造幣局地金代金………………・・…・…

造蟹局特別命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十n未

薯懸癸蓮詩摺頬撚典懸元！…
日

科

0

教育改善及農村振興某全特別會計歳入第一
ぷ鎗一担利子牧入ノ内……………………・…・

控除額内謹（昭和七年度）

釦一日維持資金繰人…・・…・・…………＿…．．＿

6 4

↑

一日資金利子ノ内・………………・…………．…

・………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纏常部第六款第一項

0∂

3，929，831，128

袈鐵所特別愈計ノ分………・………・……・

官立大學特別脅計歳入経常部第一款第四項

第十二日特別責金繰入…・・………・…・

Oヨ

ユ，943，812，287
ユ，943，812，2S7

5，691，732，882

差引豫算純計額

官立大學特別愈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第一項

ー

6，077，166，］55

額

ы

3，31］，298，936
2，882，053，1gr）

コ，497，904，739

除

額

維持在金繰入………・………．…＿＿＿．＿．＿．．

一←

7ぽ合：：

豫蜘患額二野スル純計額ノ

控

リリ

〃

6

∫歳入・・

算

金

I

帝國鐵道特別倉計ノ分……………………

豫

科

捌卿呪㎝m晒

一般曾計ノ分……・………・…・…・・…．・…・・

金

日

科

計

0
︼δ
06
7
0
0
0
0
U
戸0
9
8
6
41
041︸
戸
ば 01
6
0
n◎8⊥
4へ9
O﹈
ワ・

外二出サルモノ又其ノ歳入ハ國庫ヨリ受入レラレ國庫以外ヨリ支
梯ハレザルモノノ中豫算上父ノ・豫竿ノ参照書†P拉政府内部二於テ
豫定ノ明ナル全額」ヲー・般會計及各特別臼計ノ軍純ナル集計額ヨ
リ控除シタル金額ナリ。

純

5ウユ
土04ゐ

併合セラレー筒ノ豫寛トシテ編成セラレタル場合ニハ其ノ歳入又
ノ・蔵出トシテ計上セラレサルベキ金額、（2）各會計全部ガー箇ノ
會計二併合セラレタル場合二於テモ爾歳入歳出トシテ計上セラル
ベキ金額ニシテIl．ツ其ノ歳出ノ結果ガ國庫ノ牧入トナリ、國庫以

算

365

政

ユ2，9ユ3，914

4，000，000

……

……°

…

…………

繰入……………………＿＿＿＿＿．．．．＿．．．．．．．．

製鐘所特別會計贅本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二項

製鐵所特別會計作業勘定歳入ep．一一一款第一一・一一項

2，346，172

第一同生産物衷携代ノ内………・…・…・………

1，175り500

財

政

財

（控

除

ラ
純課

344．歳入歳出豫

算内

猫

計

額

績

（靴圓）

口

一般合計歳出臨時部拓務省所管第三款特別

繼焉c・……・…・・…・・…………

……

…

63，222，805

………

製鐵所特別倉計用品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項
p品及工作牧入・・…………・…………・……・・…

製鐙所ヨリ各會計へ製品賓佛代金…・・…・………

@製鐵所特別會計作業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項
@第一目生産物葺挑代ノ内・……・……・・…・・……
郵便物逸迭費・…一・………・…

…°

°

◆

………

帝國鐵道特別合計用品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vヘノ供給代金………………・・……・………・…・・

@見一項用品及工作牧入…・………・…・…………

帝國鐵遣牧益勘定＾他會計ヨリ連帯蓮楡支沸
…

…

150，760，126

15，789，311

T，364，900

帝國鐵道牧益勘定ヨリ他會計へ蓮書運輸支梯
2，519，0ぴ0

………°…

朝鮮穂督府特男6愈言†歳入忽常部第三款第二二

?譏Z目假牧入及立替金受入ノ内…・・………・

o灘練督府特別曾計歳入第二款第二項第一

°

…

…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三項一
ﾊ會計ヨリ受入…………………………………
°

◆

°

2，123，000

°°

9，630，000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曾計歳出第一款第三項他
9，630，000

484，632，267

……

…

他會計ヨリー般曾計へ恩給負撞金繰入・…・…・…

1，761，898，754

13，14㌔471

教育改善及農村振興某金特別愈計ヨリー般會
計へ繰入………・・……・……………

…°………

°

教育改喜及農村振興某金特別會計歳出第一
ｼ第一項一般會計へ繰入……・………… ……

7，967，771

…

……

…

………

…

…

烽P鷺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細常部第十六款國
ﾂ整理基金特別會計繰入…・……………・……・
闘東鹿及南洋庭特別付パ歳出経常部ノ内國
ﾂ整理基金特別會計繰入………………・・……
一・…

米穀需給調節特別曾計歳出第一款第四項國
ﾂ整理基金特別會計繰入………………………
製鐵所特別會計賓本勘定歳出第三款國債償
ﾒ全及同作業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三項利子及
・…

……………㊨

……

…………・・…・…一…

・…・

二二十三11・各固定財庄i威f買f賞ムP全………・・・……

2，267，971

…

健康保険特別會計へ他愈計ヨリ繰入……………

型鍍所用品勘定ヨリ資本、f乍業雨勘定ヘノ供給代全・…・…・……・…・…………・…．一．・．…＿…

63，222，805
製鐵所特別會計資本勘定歳川吊一款Cf四項ノ内及同作業勘定歳lil第一款第二項事又費

1，413，179

一般付言臓川紳常部拓緋省P斤香第一款第一一

ノ内及第二款第二項豫備費ノ内…

…・

1，t13，179

是幣局未嚢行補助貨受入代り全・・………………

2，307，876

公債金………………・

…

°

°

°

…右…

63．222β05

製鐵所作業勘定ヨリ川品勘定ヘノ供給代全……

1，175，500

製鐵所特別合計用品励定歳出第一款第二項第五目雑用品費ノ内・…

逝幣局特別會計贅全部歳出∫∫〉一・款第二項未

1，175，500

コ，349

一般拉各特別古計歳出ノ内……・……・・………

5，幽，619

一般舎計釣各特別會計歳出ノ内・・……・………

ユ8，431，400

Q3，089，698

専貢局へ他念計ヨリ樟臓其他責佛代金…………

2，205，594

@6，180β66

専貢局特男1檜計歳出第一款第四項専貰品賠
梛y購買費ノ内………・………・・………………

414，698
コ，909，486

91，329，403

専衷局ヨリ他會計へ煙草寅佛代金・・………・……

6，242，681

……・………………

X5，573，717
1，696，670

…

2，723，684

@239，122
2，484，5」2

緒國鐵道用品勘定ヨリ資本、牧盆函肋定ヘノ

沂拒繼焉c……………・・………・・………・…＿…

96，259，970

@項事業費ノ内………………・…・・………………

ノ供給代金・………………・……・……・……・…＿．
ｩ鮮穂督府特別愈計歳出麗常部第＋七款第

P5，789，311
豪演官設鐵道用品資全ヨリ毫湾穂督府特別愈計ヘノ供給代金……………………・……・…・……

陸〜匡造兵廠ヨリ陸海軍ヘノ供給f雛……………

5，364，900

26，220，356
藁揖絶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紹常部第十三款第二項繊道事業費ノ内………………・

一般會計歳出陸軍省所管ノ内………・………・・

26，030，356

一般會計歳出海軍省所香ノ内……・…………・・

190，000

…・

帝國鐵道牧蕎勘定へ他仔計ヨリ連帯蓮輸支沸
千什製絨所ヨリ陸軍ヘノ倶給代全………………

2，504，561

金……一………・…・……・………・…一……、・・…

三項諸梯戻立替金及挟損補」眞金・内・…・……

2，496，734

帝國大學及官立大學養金繰入………………・・…・
ﾕ時部繰入…………………………

…°

…

4β80，noo

塞濁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純常部鋒ち十八款第一項諸沸戻金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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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

7，827

704，993，486

6，272，000

朝鮮穂督府特別古刮歳出忽常部第十七款第

樺太聴特別會計歳出経常部第六款第二項第
海軍工廠資金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31，743，729

29，477，273

一般會計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31，743，729

29，477，273

海軍火藥廠ヨリ泊軍ヘノ供給代金・……………・・

3，528，466

一般會計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3，528，466

海軍燃料廠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16，468，483

八口諸沸戻金ノ内……………・…・……………・

1，317，000

帝國繊溢牧盆勘定ヨリ借合計へ蓮帯蓮輸支携金……………・・…・一・・………………………・・…

2，519，000

一般會計歳出経常部文部省所管第十款大學

@一般愈計歳出臨時部文部省所管第十二款大

15，789，311

二項事業費ノ内…………・……・・………………

充實費ノ内………・………・…・…・…………・・…

一般會計歳幽陸軍省所管ノ内・………・…・・…・

大學及學校圖書館経常支出金…………・………・．
……

P50，760，126

朝鮮鐵道用品資金ヨリ朝鮮線督府特別禽トへ

300，000

96，270，9丁0

704，993，486

……

150，760，126

@帝國鐵遣特別會計牧拾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一

5，364，900

公債金特別愈計歳出第一款公債金支出………

………

2，660，246
2，660，246

2，205，594

@墓湾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紹常部第＋四款第
三項専責品捕償及購買費ノ内…………………

@一般脊計歳出臨時部陸軍省所讐第二款國防

…・・

一般脅計歳出経常部蓮信省所管第三款第二項第十目集配遁迭費…………・……・…・………

@朝鮮網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紳常部第十六款第
@二項第十［』専賓品賠償及購買費ノ内…………

陸軍ヨリ海軍へ委託造修代金……………・……・・

郵便物遁迭費…

2，070，395
Q，070，395

帝國鐵道特加古計牧篇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三
項諸佛戻立替金ノ内・…・…・…・……・・…………

2，519，000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交付金……………………

2，123，000

一般會計歳Hli羅常部第十五款大藏省預金部特男り愈言卜交f寸

18，513，914

……・…

18，431，400

1，696，670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愈計ヨリ他會計へ支沸利子…

6，819，250

2，2；7，97ヱ

R00，000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賓金部歳出各款ノ内歳入
特別會計鯉費補充金・・…………・・…・………

…・…

髫?c道特別會計賓本勘定歳出第二款第一
??ﾂ償還金繰入及牧掃勘丸歳出第一款第
?q及債務取扱諸費……・…・・……・……・・

6，819，250

獅筏所特別市卜用，冒1肋定歳川第一款第「二項

製鐵所ヨリ各會計へ製品貢捗代金………………

樺太廠特別會計歳出経常部第十款國債整頂
誾燗ﾁ男‖會言1繰ヌ㌧・・・・・・・・・・・・・・・・・・・・・・・・・・・…

@學及學校圖書館臨時支出金………………・・…・
5．9062825

……

29，095

5，444，619

@

大學及學校間書館臨時支出金…・・…………・……

國有財産整理養金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一
?齡ﾊ會計へ繰入・……………

ｻ鐵所用品、作業雨勘りこヨリ資ド勘定ヘノ固
定財茂減偵償乳il全繰入・…
…………………

各官聴rP刷物代全……………・…・・………………

259，890，364

73967，771

5，906，825

9（㍉46曾

2，307，876

債整理基金繰入…・………・…・・………………

及學校園書館支出金……

國有財産整理賓金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會計へ繰
?c・……………・

・……

l行杣助貨受入代リ金…………・……・………

ｨ働者災害扶助責任保険特別宣計歳出第一
ｼ第三項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會計繰人…………
ｩ鮮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糎常部第二十一款

債整理基金支出ノ内………………・・・…………

舘額………………・…・……………・

……………

?倦瑞齟蜑v全樺太臆特別曾計繰入…

@一般會計歳出経常部人藏省所香第卜二款國

2，123，000

出

T0，000

額

第二＋目及同作業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二ぢi第
造¶字局地全代ζこ………
ﾄノ内…

國債整理某金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一項國
慶

ノ内哉人詑游部繰人…・………………………

費ノ内…

766，481

浩幣局特別応臓川㌘，一款第三項↑州素品

……

一般脅計歳出経常部内務省璽杵第十九款第一項第一目健康保瞼特別會計繰入金…………

4，629，755

拘市火靴廠特別介計歳lll第一款第二項市苫

金

5，356，455

ﾂ務取扱諸費………・………

@1251000

°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曾計交付金………………・・…・

其他……………・…・…・…

2，289，000

@105，000

ﾚ、第二目ノ内…・・…・・・・……・・……………°

酎ｾ臨特別倉計歳入経常部第二款第二項第
O目眼牧入ノ内………………・・…・・

…

?ﾂ整理基金特別會計繰入…………・……・・…
T，364，900

6，272，000

??q入及立替金受入ノ内・…………………・・
°…

…

ｪ㌶鱒燃亘1二1数llil二竺」

肝草専☆盆金俳太庇特別倉計繰入……・…

6，272，000

……

帝國鐵遣特別會計牧益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三

焉E………………・……………

………

Q，660，246

15，789，311

…φ

@裏遷官設鐵道用品賓金特別愈計歳入第一款

…

ｼ會計ヨリ大藏省預金部へ預入金利子…………

T，355，455

P8，431，400

{湾官設鐵道用品責金ヨリ墓濁穂督府特別會

…

2，164，698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倉計歳出第一款第二項第一目預金利子ノ内………

ﾔ撚1鞭竺難謄二i竺烈．1

n

科

額

帝國た埣特う1怜」資全部ずL出第ノく款第二項

一般會計歳出臨時部ノく藏省所香第五款四分
@利付支那債券元利浦債ノ内……………・…・…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會計へ他會計ヨリ繰入………

朝鮮鐵道用品賓金特別愈計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用品及工作枚入………………………………

・

2，164，698

四分利付支那債券元利補償…・……・…・…………

150，760，126

朝鮮鐵遣用品賓金ヨリ朝鮮穂督府特別會計ヘ

焉E………………

……

會計へ繰入……・…………・………・・………・・…

?p品及工作牧入…・…・……・…………………
……………

……

金

1

18，5コ3，914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ヨリ他愈計へ繰入全

帝國鐵遭用品勘定ヨリ賓本、牧益雨勘定ヘノ

m供給代金………………・・…

18，431，400

2，660，246

°

@帝國鐵道特別愈計牧稿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運輸牧入及第二項雑牧入ノ内………………
沂拒繼焉c………・……・・………………

63，222，805

計経費補充金一…・・…・…………

367

額

科

製鐵所用品勘定ヨリ養本作業雨勘定ヘノ供給

政

3，191，7紐
2，346，172

一般會計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金・・・…

●・◆・・・・・・・・・・・・…

●・・．・・・・・・・…

14，700，359

2，123，000

海軍工廠資金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一項材
料物品費ノ内…・……

…・…………・・

】，671，656

其

他……・・…………・・……………・…・…………

4，629，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