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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算ノ純計トハ「（1）一般臼計及特別會計ノ杢部カーノ脅計二

併合セラソー箇ノ豫算トシテ編成セラレタル場合ニハ其ノ歳入又

ハ歳出トシテ註上セラレサルヘキ金額、（2）各會計全部カー箇ノ

會計二併合セラレタル場合二於テモ旬歳入歳出トシテ計上セラル

《キ金額ニシテ且ツ其ノ歳出ノ系～i果力國庫ノ牧入bナリ國庫以外

339．歳入歳出豫
二出サルモノ又其ノ歳入ハ國庫ヨリ受入レヲレ國庫以外ヨリ支佛

ハレサルモノノ中豫算上うくハ豫算ノ参照書中拉政府内部二於テ豫

定ノ明ナル金額」チー一般古計及各枯別會計ノ阜純ナル集計額ヨリ

控除シタル金額ナリo

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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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歳入・2
｛
　歳出・・

　歳入…4｛

　歳出…

豫 算（円）

纏 額　一般會計　特別曾計

5，245，846，659　　　　1，75S，969，664　　　　3，4S6，876，995

4，S34，169，001　　　　1，75S，969，664　　　　3，075，199，337

5，3S4，68S，494　　　　ユ，6S1，060，934

4・933・　°”　87・236 o1，681・°60・934

3，703，627，560

3，252，526，302

左欄ノ内控除額
　　k円）

1，531，ユ22，511

1，203，500，557

1，561，436，305

1，241，950，673

　　　　　　　1離繊二野
差引豫算純計額　　スル純計額ノ
　　（円）　　　　割合

3，714，724，148

3，630，66S，444

3，S23，252，1S9
3，691，636，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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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除　額　内　課　（昭和四年度）

歳　　　入 特別會計経費補充金………　・…・……・・…・…… 24，623，914

纏額…………一・…・一………・……・…・・…… 1，56L436，305 朝鮮纏督府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三款補充
金…………………………・………・・………・…・・ 15，473，914

特別會計益金繰入………………・・……………… 319，485，632

關東聴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補充金…… 4，550，000

・一 ﾊ會計歳入紐常部第三款ノ内……………… 176，033，429

樺太臨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五款補充金…… 3，100，000

亦賓局益金…・　…………………………・・ 171，538，21S

印刷局益金…………………………………・・ 1，756，358 南洋臆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補充金…… 1，500，000

千佳製絨所益金……………………………… 3，664 四分利付支那債券元利補償……………………… L499，093

海軍工廠贅金益金…………………………… 1，350，000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
二目賓却及償還益金ノ内……………………… 1，499，093

海軍燃料廠益金……………………………… 1，185，189

他會計ヨリ大藏省預金部へ預入金利子………… 4，871，283

海軍火藥廠益金……………………………… 200，000

簡易生命保瞼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
製鐵所特別會計養本勘定歳入第一一款第一項 一目利子牧入ノ内……………………………… 3，455，552

作業益金繰入…………………………・…・・…… 12，208，203

封支文化事業、健康保瞼、教育基金、賠償
帝國鐵道特別愈計資本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金、教育改善及農村振興基金、帝國大學（及
項鐵道益金繰入………・…・・…………………… 131，244，000 同賓金部）、官立大學（及同賓金部）、學校及

固書館（及同贅金部）、各特別會計及帝國鐵
敦育改善及農村振興基金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會 i道特別愈計牧益勘定歳入ノ内利子牧入……… 1，415，731

計へ繰入………………・・…・………………………

@・一般會計歳入痙常部第六款教育改善及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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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ヨリ他會計＾繰入金…… 6，220，000

振興基金特別會計ヨリ繰入…………………… 6，8S2，682

一般會計歳入経常部第五款大藏省預金部特
別會計ヨリ繰入・・……………・……………・・…・ 5，300，000

固有財産整理賓金特別愈計ヨリー般曾計繰入… 6，816，380

朝鮮穂督府、裏湾纏督府、關東臆及樺太臆
一般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六款第一項國有財産 各特別會計歳入ノ内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
整理養金繰入・・……・…・…・・…………………… 6，816，3SO ヨリ繰入……………・・…・……………………… 920，000

造幣局養金部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會計へ繰入…… 3，500，000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會計く他會計ヨリ繰入……… 451，019，285

一般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六款第二項造幣局賓金繰入…………………………………・………・・

3，500，000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乃
椛謠¥項他會計日り受入……・…………・…・… 451，019，285

賠償金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會計く繰入…………… 11，842，870 健康保瞼特別會計へ他會計ヨリ繰入…………… 1，989，川

一般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六款第二項賠償金特 健康保陰特別會計歳入第二款第一項健康保
別會計養金繰入……・・…・・…・…・………・……・ 11，842，870 瞼國庫負据金………………・…・・………ご・・…… 1，9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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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円）
科 日 金　　額

　（円）

特別會計保有國債償還差㊨・・…・…………・・…・… 1，767，027 第二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京都帝國
大學）・…　　　　　　　　　　…・……・・ 2，671，715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愈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 第三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東北帝國
二目貿却及第一款第二項第一目賓却及簡易 プく學）　…　……………　………・・・…　…・…　　…・・ 1，965，160

座命保瞼持別會計菰：入償還益金ノ内……… 1，767，027
第四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九州帝國

國債整迎基金特別會計ヨリ他古計へ支沸利子… 61，845，176 大學）………・……・・……・・……・・…　　… 2，204，865

一般會計歳入経常部第四款第九項利子収入
m内特別會計貸付金利子…・・………・…・・…… 1，177，5S7

第五款第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北海道帝
?蝗{）………………・・………………・・… 1，S50，671

官立大學特捌脅計歳入経常部第一款第一項
萄チ國鐵道特男り會言†ノク〕㍉・・・・・・・・…　’・・・・・・・・・・・… 734，832 政府支出金受入………………・・………　　・… 6，183，567

朝鮮纏督府特兄0會言十ノク♪　・・・・・・・・・・・・・・・・・・・・… 353，075
學校及周書館特別愈計歳入紳常部第一款一項政府支出金受入……………………・……

12，734，633

墓灘纏督府、關束礁、樺太臨各特別會計ノ分…………………………………・・……・

S9，6SO
同上第四款支那學生養成費支出金受入・・ 63，377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
大學及學校間書館臨時支出金…　　・・…・一・… 3，120，017

一目利子牧入ノ内………………・・…………… 50，262，270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各款第一項臨
時政府支出金受入………　　　　…… 2，376，502

國債謹券利子………………………………… 35，999，269
官立大學、學校及圃書館特別會計歳入臨時

他會計貸金利子…・・……　　………・……… 14，263，001
部各第一款第一項臨時政府支出金受入……… 743，515

一般會計ノ分………・……・・………・・…… 860，700
帝國大學及官立大學資金繰入……………・…・・… 1，963，677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各款ノ内i蚕金
帝國鐵道特別會計ノ分……………・……’ 5，814，935 繰入…………………………………………・・ 1，518，077

朝鮮纏督府特別會計ノ分…………・……令・ 2，377，167
　官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第一項
D　維持資金繰入………・…………………… 445，600

樺太願特別會計ノ分………………・・……・ 185，817
造幣局地金代金・・……”………’……………’…’ 5，165，545

米穀需給調節特別會計ノ分……………… 4，711，168 造幣局特別會計贅金部歳入第一款第一項地
金寅捗代……………・…・……・………………… 5，165，545

童湾穂督府關東臨製鐵所各特別會計ノ分 313，214
● 各官臆印刷物代金……………・・…・ 6，250，474

封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歳入第二款第一項第・一目蚕金利子ノ内………………………・・……

496，162
印刷局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一日製
i費沸代ノ内・・…………………………　　… 6，250，474

教育改善及農村振興基金特別愈計歳入第一
ｼ第一項利子牧入ノ内・・……………・・……… 7，575，000

　　ジ燈ﾅ局ヨリ他會計へ煙草賓捗代金………・… 4，015，335

專責局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目煙
帝國大學、官立大學拉學校及固書館各特別 草費彿代ノ内……・　………………………・・ 4，015，335

會計歳入経常部ノ内…………………………… 217，955
塞湾総督府特別會計歳入経常部第二款第三項

簡易生命保瞼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第 第二目樟旙収入ノ内………………………… L832，000

一目利子収入ノ内…　　　　　　　　　・・… 1，699，895 朝鮮纏督府特別會計歳入経常部第三款第一
項第一目煙草牧入ノ内………　…・…一 248，000

郵便年金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二項利子枚
入ノ内…・・……　　　……・・ 416，307 専夏局へ他會計ヨリ樟腐其他寅彿代金… 1，584，000

公債金……………………・・……・…・…・………… 138，964，483 陸軍造兵廠ヨリ陸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24，607，359

一般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七款公債金…………… 51，964，483 陸軍造兵廠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作業
q入ノ内………………………………………… 24，607，359

朝鮮纏督府特別愈計歳入臨時部第五款公債
焉c……・・………・…………・・……・…………… 15，000，000 煙草專費盆金樺太廉特別會計繰入・’ 1，484，222

樺太臆特別會計歳入経常部第四款第一一項煙
藁湾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三款公債 草專葺益金受入………　…・・…………・・…・・ 1，484，222

金……………・…・一……………・・一………… 2，500，000

千住製絨所ヨリ陸軍ヘノ供給代金…・………… 3，563，215

關束聴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三款公債金…… 500，000
千佳製絨所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作業

樺太臆特別會計歳入臨時部第四款公債金…… 一
牧入ノ内……・………………………………… 3，563，215

帝國鐵道特別付計賓本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二
?�ﾂ金…………………………………・・…・…

蝗{及學校固書館経常支出金……・…・・…………

69，000，000

R1，574，902

陸軍ヨリ海軍へ委託造修代金………・………”…

@一般曾計歳入臨時部第二款第一項第一目海
@軍受託造修牧入ノ内……………”…〃’…”……

1，385，000

P，385，000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歳入経常部…………・・…・… 12，593，325 海軍工廠贅金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41，01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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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0，914
海軍工廠資金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項材…
ｿ物品賓排代…………・・…・………………”◆… 41，011，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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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火築廠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金…・一・………

　海軍火藥廠特別會計歳入第一款第一一一項作業
　牧入………………………………………………

海軍燃料廠ヨ））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海軍燃料廠特別古計歳入第一訳第一項作業
　牧入ノ内………・………・・………………………

製鐵所用品、作業爾勘定ヨリ資本勘定ヘノ固
定財産滅債償却金繰入………・…………………

　製鐵所特別禽計贅本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二項
　第一日固定財産減偵償却金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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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一目生産物賢排代ノ内……………・…・・……

製鐵所用品勘定ヨリ贅本作業繭勘定ヘノ供給
代金…一………・・……………・…・・…・・…・・……

　製鐵所特別愈計用品勘定歳入第一一・ik　rg－一項

　用品及工作収入………………・………………・

製鐵所ヨリ各會計＾製品質佛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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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i佛代ノ内……・…・…………・・

郵便物避迭費……………・・………………一・…

　帝國鐵道特別會計牧盆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運楡牧入及第二項雑枚入ノ内……　…・…

帝國鐵道用品勘定ヨリ養本、牧益雨勘定ヘノ
供給代金……………・……………………………

　帝國鐵道特別古計用品勘定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川品及工作牧入……・…・……・・…・………・

朝鮮鐵道用品贅金ヨリ朝鮮総督府特別古計ヘ
ノ供給代金…………………………………………

　朝鮮鐵道用品賓金特別9計歳入第一款第一
　項用品及工作枚入…………………………・…・

嘉灘官設鐵道用品賓金ヨリ築潤髄督府特別愈
計ヘノ供給代金………………・・…・………………

　藁湾官設鐵道用品養金特別愈計歳入第一款
　第一項鐵道用品費佛代牧入……………・…・・…

其他…………………………………・

歳 出

抽　額…………………………………・・一・………

散育改善及農村振興基金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愈
計へ繰入………………・・…・・……………・…■一・・…

　教育改善及農村振興基金特別會計lkljl第一
　款第一項一般禽計＾繰入………………………

國有財産整理養金特別會計ヨリー般會計へ繰
入…………・……◆……………＿．．．＿＿．＿＿＿＿

　國有財産整理蚕金特別愈計歳出第一款第一
　項一般會計へ繰入……………………………・・

金　　額
　（円）

3，465，834

3，465，S34

18，895，097

18，S95，097

5，859，910

5，85S，910

3，704，700

3，704，700

90，816，983

90，S16，983

25，276，115

25，276，115

2，529，577

2，529，r）77

215，290，000

215，290，000

18，279，715

1S，279，715

5，964，900

5，964，900

4，054，398

1，241，950，673

6，882，682

6，S82，6S2

6，816，380

6，S1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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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造幣局賓金部特別會計ヨリー般古計く繰入……

造幣局資命部特別古計歳出第二款29－一項一
般古計へ繰入………………………・・…・………

賠償金特捌會計ヨリー般愈計＾繰入……………

　賠償金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二項一般付計
　へ繰入…・・………………………………………

特別愈計経費補充金……・・…………・……………

　一般曾計歳出臨時部大藏省所管第三款特別
　古計経費補充金…………………………………

四分利付支那債券元利補賞……・・………・………

一般脅計歳出臨時部大藏省所管第七款四分
　利付支那債券元利補償ノ内……・…・・…………

他古計ヨリ大藏省預金部へ預入金利子…………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古計歳出第一款第二項第
　一一一　N預金利子ノ内…・…・………・・……・………

大藏省預金部特別會計ヨリ他古計へ繰入金……

　大蔵省預金部特別愈計歳出第一款第三項他
　愈計へ繰入………’…・・………’’”句’’’’”…’”◆’”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古計へ他愈計ヨリ繰入………

　一般古計歳出経常部大藏省所管第十一款國
　債整理基金繰入…・…・・………・・……・…………

　朝鮮纏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経常部第二十二款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愈計繰入……………………

　案灘穂督府特別古計歳出経常部第十五款國
　債整理基金持別會計繰入……・・……・…・・……

　開※聴及南洋聴特別愈計歳出経常部ノ内國
　債整理基金特別愈計繰入………………・…・・…

　樺太鱒特別會計歳出経常部第七款國債整理
　基金持別會計繰入…………………………．．＿

　米穀需給調節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四項國
　債整理基金特別愈計繰人・・……………・一・・…

　製鐵所特別會計作巣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三項
　利子及債務取扱費………………・・……………

　健康保瞼特別愈計歳出第一款第五項國債整
　理基金特別禽計繰入……………………………

　帝國鐵道特別會計賓本勘定歳出第二款國債
　償還金及同牧益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二項利子
　及債務取扱費…・……………・・………・………・・

健康保瞼特別古計へ他古計ヨリ繰入・・…………

　一般愈計歳出経常部内務省所管第十九款第
　一項健康保瞼特別會計繰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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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古計保有國債償還差益… 1，767，027 一般倉訂歳出海軍省爪管ノ内

國窟整理基金的別古計歳出第一款第一一項第
一叫」國債償還ノ内………………・・……… 1，767，027 千住製絨班ヨリ陸軍ヘノ供給IC金

一般古訂歳出陸軍省∬管ノ内一
國債整理基金特別古計ヨリ他古計へ支排利rr… 61，845，176

國債整卿某金特別古計歳出第一款第一項國 海軍工廠資金ヨリ泊軍ヘノ供給代金…　”……
債整理基金支出ノ内…　　　　　………… 61，S45，176

一般曾訂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

公債金・…　……………・・…・……・…・一一・…… 139，964，483
海軍火薬廠ヨリ海軍ヘノ仇給代金…　　　…・・

公債金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公債金支出…・…・ 13S，964，483
一般曾計歳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
一般曾計歳出陸軍省所管ノ内………・・　　…

大學及學佼圃書館経常支出金…………………… 31，574，902

一般倉計歳出経常部文部省所管第九款大學 海軍燃料廠ヨリ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及學校間書館支出金…・・………・…・・…・…・ 31，574，902

一般古計故出海軍省所管ノ内………・・………

大學及學校固書館臨時支出金………………… 3，120，017
製鐵所川品、作業爾勘定ヨリ資本勘定ヘノ固
闕熄ｯ減偵償却金繰入…　　　　……　…・…・

一般古計歳出臨時部文部省所管第九款ぺ學
y學校間書館臨時支出金・・…………………… 3，120，017

製鐵所特別會計用品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二項
謠¥九目及周作業勘定歳川第一汰第二項第
二十三日各固定用産滅偵償却金………・・…・…

帝國大學及官立大學資金繰入…………………… 1，963，677
製鐵所川品勘定ヨリ贅本、作業雨勘定ヘノ供

帝國大學特別會計贅金部歳出各款ノ内歳入 給代金・…　…・………　　……

臨時部繰入………………・…・・………………… 1，518，077
製鐡所特別會計孜本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二項

官立大學特別愈計賓金部歳出第一款第一項
ﾎ入臨時部繰入……………・…・・…………’”… 445，600

第二款第二項ノ内及同上作呈勘定歳出第一
ｼ第二項事業費ノ内及第二款第二項豫備費
ノ内　……………　　　…・………・・………”・

造幣局地金代金………　　…………………・・…・ 5，165，545
袈鐵所作i業勘定ヨリ用品勘定＾ノ供給代金…・・

i造幣局特別愈計歳出第一款第三項材料素品
費ノ内………………・　　　………………・ 5，165，545 製鐵所特別會計用品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二項

第五日雑川品購買費及第六目坑螢諸費ノ内・・

煙草專賓益金樺太臆特別愈計繰入………・・…… 1，484，222

一般會計歳出純常部拓務省所管第＋二款第
製鐵「り「ヨ　リ　各會言†へ製品責｛弗イtこ金一・　　　・・・・・・・…

一項煙草專賢盆金樺太寵特別古計繰入……… 1，4S4，222 一短文立立各キキ兄！1會言1＾践出ノ内・・・　　　　　　　　・・・・・…

各官臨印刷物代金………………………………… 6，250，474
郵便物逓迭費・………・・…・…　　　………・・

一般拉各特別會計歳出ノ内…………・…・・…… 6，250，474
一般會計歳出経常部逓信省所管第二款第二
項第十日集配遁迭費ノ内………………・・……

專賓局へ他愈計ヨリ樟腹其他賢携代金………… 1，832，000 帝國鐵道用品勘定ヨリ賓本、牧益爾勘定ヘノ

專賓局特別會計歳出第一款第四項專寅品賠 供給代金………………………　　　　　……・・

償及購買費ノ内………………………………… 1，832，000
帝國鐵道特別會計資本勘定歳出第一款第一
項第二噴ノ内及同上牧益勘定歳出第一i款

專夏局ヨリ他古計へ煙草頁捗代金…………・・一 4，015，335
（第一項事業費ノ内）……・・…　　　・……・…・

朝鮮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経常部第十五款第
�?謗ｵ月專頁品賠償及購買費ノ内…・…… 1，180，942

朝鮮鐵道用品贅金ヨリ朝鮮穂督府特別愈計ヘ
m供給代金……………………………・……・・…

塞湾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経常部第十三款第
O項第四目煙草ノ内…………………………… 2．834β93

朝鮮総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紳常部第十六i款第
�?鱒�?m内及臨時部第七款第一項（建
ﾝ費）第二項（改良費）ノ内…・一・……・・…

陸軍ヨリ海軍へ委託造修代金…………………… 1，385，000 裏溝官設鐵道用品賓金ヨリ墓i灘穂督府特別會
v《ノ供給代金…………・……・・　　…………

一一ﾊ會計歳出臨時部陸軍省所管第二款國防
[備費ノ内………………………………・・…・… 1，385，000 塞湾穂督府特別會計歳出経常部第十二款第

�?c道事業費ノ内及臨時部第一款第一項
第二項ノ内…一……・・……・・…・……………・・

陸軍造兵廠ヨリ陸海軍ヘノ供給代金…………… 24，607，359

一般會計歳出陸軍省所管ノ内………………… 24，459，229 其　他…・・……・一…　　　　　　…・……・

政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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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3，215

3，563，215

41，011，394

41，011，394

3，465，834

3，14S，087

　317，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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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89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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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16，983

90，S1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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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76，115

25，27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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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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