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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行　冑
準　　　　備（円）

∫可

金貨及金地金 1鍛及鋤金 1保　　謹

同
同
同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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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
同
同
同
同
同
大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

ｾ治三十三年末・…………”…’………
@　　三三十1円脅三’ノ・・・・・・・・・・・・・・・・・・・・・・・・…

@　　三十五年〃………・……・………・

@　　三十六年〃………………………

@　　三十七年〃…・………・…・………

@　　三三十ノ人年〃・・・・…　一・・・・・・・・・・・・・・・…

@　　三十九年〃……一・・……・…・・…

@　　四十年〃………一・…・………

@　　四十一年〃………　　…………・

@　　四十二年〃……・…・……・・一……
@　　四十三年〃………………………　　　　　　　　　　　　　　　　］

@　　四十四年〃…………・…∴・・……

@　正元年〃……………・・……・…
@　　　二　　　勾三〃・・・・・…　一・・一’…　一・・・…

@　　　三三　　　4F〃・・・・・・・・・・・　・・　　・・・・・…

@　　　Fq　　　勾三〃・・・・・・…　一・・・・…　’一・　…

@　　　五　　　11ド〃・・・・…　一・・一・・・…　　一・・…

@　　　フtこ　　　｛ド〃・・・・・・…　’・・・・・・・・・・・・…

@　　　七　　年〃…・…・……・…・・……

3，583，390

R，199，729

T，099，166

S，623，514

T，311，761

V，814，974

X，888，020

P0，638，502

X，704，212

P3，007，234

P6，049，411

P9，381，989

Q0，414，850

P8，785，608

P4，247，876

P7，611，3］5

Q5，451，688

R3，512，664　1

S2，108，109

縛　　鼓
@　　　　　　　　　　1，660

@　　　　　　　　　　　　－

@　　　　　　　　　　　　一

@　　　　　　　　222，222

@　　　　　　2，200，282

@　　　　　　3，469，345

@　　　　　　4，906，560

@　　　　　　4，667，450

@　　　　　　4，633，035
I　　　　　　　4，927，811

@　　　　　　6，88U、855

@　　　　　　5，313，845

@　　　　　　5，386，633

@　　　　　　4，918，895

@　　　　　　4，339，258

@　　　　　　6，372，241

@　　　　　　8β19，コ99

@　　　　　13，074，871

@　　　　　21，056，498

　　　　　2，070，201

@　　　　1，829，358

@　　　　3，352，719

@　　　　2，219，303

D　　884，457
@　　“　659，063

@　　　　　　168，549

@　　　　　386，906

@　　　　　382，736

@　　　　　767，99⑨

@　　　　　371，013

@　　　　3，420，974

@　　　　4，063，394

@　　　　3，298，740

@　　　　2、911，694

@　　　　コ，802，22隻

@　　　　2，183，943

@　　　　4，072，009

@　　　　1，402，776

1，511，529

P，370，371

P，746，447

Q，181，989

Q，227，022

R，686，566

S，812，911

T，584，146

S，688，441

V，311，425

W，797，543

P0，647，170

P0，964，823

P0，567，973

U，996，924

X，436，850

P4，448，546

P6，365，784

P9，64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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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金 （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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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次 官金及公金預金 ■

’　普　　通 預　　金

定期 預　金 當座 預　金 其・他
≡⇔一一 ・

総預高 卜年末繊 総預高 1年末酷 纏預高 年末残高 穂預高

明治三十二年……………… 5，618 2，810 1　109，368 、　103，788
6，788，862 682，968 683，941

同　三十三年……………… 901，205 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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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3，878 39，674，378 1，583，331 5，86］，102

同　三十四年……・・………・ 137，561 1，410 1　3，368，939 1，969，981 34，034，188 ユ，779，013 ’　7，n50，973

同　三十五年……………一 153，813 287 1　4，428，996 2，61（1，165 43，911，573 2，089，681 10，829，358

同　三十六年………・…一 152，291 606 1　4，348，180 2，360，735 63，647，726 1，868，760 15，849，431

同　三十七｛｛三…………・…・ 606
一

1▲2、卿5
2，290，691 89，013，565 2，145，738 18，673，635

同　三十八年……・……・…・

ｯ　三十九年…………一・・
二 ： 15，639鯛

撃堰@sg8乳・23
2，419，736

R，682，307

112，278，005

P61，750，360

2，1】9，109

Q，993，555

28，008，30⑨

Q6，444，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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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大正元年……

正　二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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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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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7，898

19，636，369

　23，117，922

31，269，071

33，890，967

45，774，513

50，886，256

60，731，340

90，738，512

170，864，523

35≦），509，267

872，631，757

　5，ぎ87，926

　4，262，361

　9，399，552

　9，057，156

　9，685，250

15，226，ee21

15・237，0081

　　　　　　　　　　　

㌶灘目
、1，1：；瓢

22°・736・876　i

　197，307，303・
　　　　　　　　　　　　｝

182・9°6・78° o

　204，100，936

　268，363，966

　345，461，181

　431，830，57r1

　537，011，841

　553，060，850

　727，317，697

1，080，360，237

1，939，662，811

3，364，974，053

3，111，386

　3，421，651

　3，790，055

　4，491，063

　7，715，638

　8，894，761

15，200，846

コ1，859，367

i6，814，379

19，930，179

46，489，032

46，585，588

　　29，517，401

　　32，218，682

　　30，049，“163

　　43，013，570

　　74，310，975

　　112，582，061

　157，526，313

　191，268，804

　364，007，761

　616，315，276

　870，536，241

1，318，01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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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高及陣備並月別

！ 準　　　備（円）
嚢行高 1

一1鑓及銚金 ｝鑛及鋤金 保　　　　謹

月　　　別

一　月末一……………… 33，303，797 1　1あ59あ1S3 3，767，894 15，942，770

二　月〃…・……………… 32，356，279 13，495，5：玉4 4，419，458 14，441，287

三　月〃・…………・…・・… 31，435，664 12，066，977 5，789，676 13，579，011

．

四　月〃……・……・…・・… 30，906，315 10，156，173 5，924，378 14，825，764

五　月〃……………・…・・ 30，963，802 10，232，074 5，402，871 15β28，857

大正七年
六　月〃・…………・…・…・

ｵ　月〃…・…………・…

30，283，025

R2，846．806’

　　　10，509，229

p　1刷845

5，307，991

T，156，867　．

14，465，805

P6，414，094

八　月〃…・……・・…・……

@　　　　　　’

35，027，586 i　13繊447 4，594，648 16，790，491

九　月〃…・……・……・・… 36，059，839 13，609，929 4，526，164 17，923，746

十　月〃……一………・… 35，164，938 14，058，874 3，806，734 17．299β30

十一月〃…・…………・・… 36，112，796 1　・ぴ・綱3 1，740，227 17，857，276

十二月〃…………………・ 42，108，109 121卿98 1，402，776 19，648，835

明治四十三年四月ヨリ藁湾銀行法改正二依リ銀行券保謹登行高五百萬圓ヲー千萬圓二摘張セラレタリ

金借入金及信託金

預

一

借入金　　（円）
信託金　　　　年　　（円）

金 計
合　　計

穂借入高 年末残高 線受入高
末残高 総預高 年末残高 穂預高 年末残高

年末残高 次

178，655

T25，871

V99，579

C910，132

C369，826

C587，345

C297，032

C455，776

C362，758

C504，735

@　　　　　　　1

C247，316

C312，750

C468，441

C907，805

C849，114

C808，634

E553・3961，243，553

C828，188

C878，867

　　　　7，582，171

@　　40，037，628

@　　44，454，100

@　　59，169，927

@　　83，845β37

P111，906，975

@　145，925，372

@　197，ユ76，863

@　245，352，602

@　234，761，831

@　257，268，02ユ

@　342，646，607

@　453，663，123

@　590，187，148

@　745，424，410

@　805，060，994　　　　　　　　　　　　’1，182，063，970

P，867，540，036

R，169，708，3］9

T，555，616，004

　　　965，411

@　4，973，080

@　4，548，573

@　6，609，978

@　5，599，321

@　6，023，774

@　6，835，877

P0，131，638

P1，862，070

?P，188，747

P7，436，923

P8，860，969

Q3，869，329

R4，029，398

S3，286，968

T4，187，098

V4，580，180

P11，019，132

Q40，264，970

Rε9，201，331

　　　7，587，789

@　40．938，833

@　44，591，661

@　59，323，740

@　83，997，628

P11，907，581

@145，925，372

@197，176，863

Q45，352，602

Q34，761，831

Q57，268，021

R42，646，607

S53，663，123

T90，187，148

V45，424，410

W05，060，994

P，182，063，970

P，867，540，036

R，t69，708，319

T，555，6］6，004

　　　968，221

@　4，975，141

@　4，549，983

@　6，610，265

@　5，599，927

@　6，023，774

@　6，835，877

P0，131，638

P1，862，070

P1，188，747

P7，436，923

P8，860，969

Q3，869，329

R4，029，398

S3，286，968

T4，187，098

V4，580，180

P11，019，132

Q40．264β70

R89，201，331

　　2，717，612

P0，264，387

P1，489，783

P0，244，726

@　5，121，871

@　5，194，366

@　6，931，328

@　3，113，773

@　7，180，969

@　7，485，132

@　2，416，516

@　2，148，668

@　2，087，612

@　3，831，720

@　5，033，416

@　2，823，573

@4，161，212

@　4，390，266

P02，893，537

R6，979，634

2，250，000

Q，759，682

Q，620，119

Q，530，677

Q，356，117

Q，135，613

Q，000，000

Q，100，000

Q，478，944

P，7↓0，238

P，300，000

@90〔｝，000

@800，000

@100．000

@100，000

@　　　　　－一

@？18，625

P，500，000

@　　　　　－

@　　　　　一

　　　　　　　一

@　　　　　　一

@唱@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Q，838，399

P2，411，089

P9，342，358

S3，575，517

T5β41，009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Q，838，399

S，170，748

U，435，998

P5，389，074

Q3，03t，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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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

R5

R6

R7

R8

R9

S0

S1

S2

S3

S4

S5．1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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