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4 財　　政

544．歳入経常部（款項別）

豫　　算 現 計 決 算
（円） （円） （円）

科　　　　　　　　目 一一一　一＿　＿一＿＿＿＿＿＿＿＿

大正十四年度 同　十三年度 同　＋二年度 同　十一年度 同　十　年度

租　税一…・…・…・…・…・・…＿． 795，236，589 887，237，918 786，961，441 896，403，839 785，85L739

地租・・……・…・・…　　　．．．．．．．

鞄ｾ税・・…・……　　．．．＿．＿
ﾇ業税・・…・……　　…．　．．＿
叶ﾑ税・・…・…・…一・一・・　＿．
ﾊ行税一…・……・・…　…

74，004，816

P95，855，232

T7，282，534

P2，763，285

P1，685，660

71，969，922

Q09，992，860

U1，943，445

P4，183，419

P1β18，561

73，134，402

P63，845，836

T5，837，564

P1，148，898

P1，138，918

74，325，749

Q29，132，137

V7，132，124

P1，788，233

P0，484，563

74，130，516

Q00，938，503
U8，453，901

@9，311，577
@9，608，579

鑛業稔……・…・・．　　．＿．．
}換銀行券登行税…　……”∋°’’”
�･・・……・…一…．．＿
ﾝ油稔・・　　　…＿．．＿．＿
ｻ糖消費税・…一・

　5，255，783
A9書；1；1溜1　6，821，28270．099β69　　　　　　｜

　5，298，453

@6，972，616
Q21，577，424

@7」71，208
W0，200，732

　5，834，325

@6，844，339
Q21，304，873

@6，856，673
U4，754，569

　5，965，791

@1，306，500
Q22，585，129

@6，547，132
V2，905，916

　6，465，347

@208，897
P76，085，900

@6，397，892
T4，966，322

織物消費税一・・・…　　　　　　一一
ﾎ油言肯費税・・・・・　　　　　　　　・・・・…

ﾓ藥螢業視…・・…・・…　　　　…・
謌�叶ﾅ…・…・…・　　一・
崇t…・………一　　　　……
ﾓ税………　　　一一・………

53，672，442i　　　－　i

@　　－l
№戟F1；1彊11，275，794

63，837，150

@　　6る11，803，728119，638，223　1，329，542

62，583，239

@139，008
@189，671
P2，763，739

W9，309，590

P，275，794

61，190，278

@918，238
@　354，032
P2，57：㍉667

P08，044，593

@1，149，757

61，736，905

@822，547
@334，714
P4，406，969

P00，941，336

@ユ，041，834

印紙牧入……一…・・……・・……・ 82，142，295 92，720，064 86，388，219 86，854，610 86，327，954

官業及官有財産牧入…………　一・・ 395，192，832 383，137，368 342，686，145 360，185，057 333，784，233

郵便電信及電話敗入……一…・
艶X林牧入・・…・………・　　　一一
灯?ﾇ待金…　……・…・…・
�?ﾇ盆金…・…・…・一一…・
､軍造兵廠益金…・一…・一

203，603，277
E；i欝劃　　　　一

169，736，513

S4，086，011

P48，231，616
@1，497，112　　　　一

149，634，571

S2，952，629

P30，157，722
@　157，266　　　　一

162，111，407

S0，295，289

P29，670，236

@ユ，456，667

@4，986，620

155，089，513

R6，144，720

P24，289，687

@1，733，558

@　1，364

千住製絨所益金一…・　　　…・
C軍工廠賓金益金・…一
C軍火薬廠益金……
ｻ鐵所益金・・…・…　　　　　…・
ｯ有物貸下料・……・一一…一一・

　　2，830
P，350，000

P，100，000
P，304．8721707．9241　　　　　｛

　　261
P，291，915

@31，019
@866，773
@709，688

　　　一P，218，955

@318，745
@438，499
@581，506

　2，529
P，673，978

X61，613

@13，479
T87，920

　　4，006
P，611，762

P，292，022

@9，123
T93，552

　配當金牧入・・

@刑務所及衛戌監獄牧入一・・……・・一
@海軍燃料廠盆金……・…　　……
@海軍採炭所盆金・・…　　…・

G取入・・………・…・・・・………一

i
霊
；
⑪
引
　
　
　
＿
　
i
　
　
　
　
　
l
　
　
　
「
1
a
2
2
α
3
促
1

　　　9，731，728
@　　5，935，728
@　　1，019，003　　　　　　－

P2乞72刷3

9，941，273

T，985，303

P，299，677

@　　－
R4，899，446

10，130，408

U，997，659

?C297，252

@　　－
R3，205，911

6，168，187

U，047，589
@799，149　　　－

R4，957，358

免許及手敷料…・………・・…・・一
ｦ罰及没牧金………・……
随梛y違約金…　一・…　　　一・・・…　一

ﾅ闘雑牧入………・…・　……
ｯ吏遺族扶助法納金……　　　…・

　　　　　」

｣
；
1
1
　
　
　
－
1

　776，737
Q，137，314

P，565，983
@715，846　　　一

　673，395
P，758，233

P，034，952

T59，479

@534，897

　650，649ユ，733，1992，353，587

@614，269
P，110，597

　579，2621，745，7923，297，423

@515，742
P，011，616

穣校圏書鉱職黄廻樗及遺族扶助料法精金・・・・　・・…

齡N志願兵及幼年學校自費生納金…・
ｬ笠原島地方牧入…・・’’’”　’’”暗’

?q収入…・……・・……一……

　　　＿11，554．9601

ﾒ・6；；劉　　　　　‘

　　　一
P，659，680

@　1，824
W，371，100

　487，872
P，579，404

@　2，715
P2，608，409

　668，952
P，464，778

@　ユ，689
P5，796，828

586，645

W88，949
@2，224　　一

雑入・・…・…・…・…・一・…・・…・

ｶ給法納金…・…・…　…・……一
v給法分措金…一…・・”白’’’’’’”◆

i：ll鴎　　　＿　　｝　　　　　1

5，468，727

Q，021，963

@　2，239

14，820，806
@839，284　　　一

8，811β63

@　　：

26，329，704

@　　二

預金特別會計ヨリ繰入……………・ 3，000，000 52，823，856 52，653，340 5L556，624 42，891，220

預金利子繰入・…　…・………一…
?q彿手敷料繰入…・一・…・・…　… ： 52，717，726

@106，130
52，550，719

@102，621
51，425，022

@ユ31，602

42，774，898

@116，321
敢育改善及莞村擬興法金特別會欝ヨリ繰入・’・一・・… 5．529β00

一 一 一 一

歳入鯉常部合計一…・…・…・一…… 1鋼321ぷ8i 1，438，640，619 1，303，588，591 1，428，206，041 1，283，812，503

一‘hiin－一“E．－S

上

↑

1

財　　政 525

545．歳入臨時部（款項別〕

，，）　1豫　　算　　　　　　現　　　計　　　　　　　　　　　　　（円） 　 決　　　算　　（円）

科　　　　　　　目　　　’

大正＋四年副 同　十三年皮　　同　十二年慶 同＋一年川同＋轄

官有物佛下代・・　　　…・…・・一・・

@物品挑下代一…・　・…・…・
@家畜沸下代…………”　”　”°’
@地所沸下f竃…・…・一’’’’’’’”

@建物彿下代・・…・一・・…・……・・

@船舶沸下代…・・　……・……
G牧入・・・…”◆’’’’’’’’’’’”金’”右’　

@受託造修牧入…・…・・……・一一
@受託調査牧入・・一・・一’・…’’”令”°
@返ホ内金・・・・・…　’’”◆’　　句”◆　

@服胴獣皮分配金一・…　……’・・’’”
@山東鍍山敢入・…　　　　…’
@青島軍政會計贅金繰入・…一…一・
@青島特種財産牧入・・・…　……
@青島公有産及製整業補償金・・一…

@利子牧入・…・”◆’◆’”
@山東鐵道牧入…・…’’’’’’’’’’’’’”

@支那償還金敗入一…・　・・・・・・…　．．
@青島事業牧入…・’’’’’’’’’”舎’’’’”

@粋軍委任纏理積立金淺額繰入…・・…
s剌縛{校創設費及援張費受入金・…
@下賜金・・…・・…’　　　　’’’”

@寄附金……”　　　　w　”　
囃z費寄附金・　・◆　　　　　’’’’”◆
@學佼建築費寄附金・　　　”・’
@其他・・一…・…’　　　　’”　
�､團髄工事費納付金・・　…
@港繕修築i費納付金一・…◆・…・一・
@遣路改良費納付金・…　一　　　…・
@河川改良費納付金…　　　　’◆◆・
�､圃艘工事費分措金一　　’　　
@治水事業費分塘金…・…・
@港轡設備費分槽金・・一
@臆舎建築費分憺金…・
@澱川改修工事増補費分携金・　　　一
{術研究奨働金受入一・・　　…　一
@下賜金・・……　…・’’　’’”　”
@寄附金………’⑳’’’’’”
ﾁ別曾計贅金繰入・……・・・…　一
@國有財岸整理贅金繰入・・　一……
@陸軍菅繕費補充資金繰入…・・・・…
@學校及圃書館資金繰入一’’”一・一
@造幣局贅金繰入一…・・”　s’
@森林資金繰入…・・…　一’　　　…・
ﾛ瞼會蝕納付金・・……一　　　＿．
@保瞼會杜納付金…・…・　・…・…・

ﾁ別會計残金繰入………・一・……
@在外圃帝國専管居留地特別含静淺合繰入…

@臨時國庫誇劣…牧入金残額繰入…・…・
@陸軍瞥繕費補充資金残額繰入一

�ﾂ金・・…・…・”◆’’’’’’’”

@電話事業公債及繰替借入金…・＿．
@電信事業公債及繰替借入金…・……
@道路公債及繰替借入金…　一…一・．．
@高等諸學校創，没及櫨張費公債金…
@復興公債及繰替借入金・・…一・…・
@震災善後公債及繰替借入金……・一

O年度剰飴金繰入・・…・一一　　　・…・
寛棊?ｾ税……　…一・’・”‘”・’…一
ﾕ時事件費償還金受入…・一…・……
X林資金残額繰入…・…・’………・・
w和條約實施委員涯遣費償還金受入…・
ﾕ時物資供給敗入・…　…ご…一・…　＿
k災二因〃科目不明収入・…　…・…．．．

ﾛ瞼會砒納付金…・……一・……・一

ﾎ入臨時部合計一…・・…　…・…一・

4，715，974

R，714，222

@977，522
@24，230

@　　：
P！妬9・461

@300，500
@70，000
@779，776
@78，185

@　　：

@　　二

@　　：

@　　：
@241，000

@　　二

@　　：

@　　：
Q，657，688

Q，657，688

@　　：
P0，382，0998，349，599

Q，032，500

@　　：
@　45，500
@　12，000
@　33，500

P，426，282

P，426，282

@　　：
@　　二　1，025，9541，025，954

Q4，651，397

@524，535
Q3，731，792

@395，070
P00，000，000

@　　　：

@　　　：　　　　－

P00，000，000

P04119，113

@　　　：

@　　　：

@　　　：　　　　－

Q50，493，468

5，663，237

T，102，957

@560，280
@　　：　　　－

Q，452，561

@978，030
@　84，054
Pβ19，188

@　71，289

@　　：

@　　：

@　　：
@　　：　　　－

@630，304　　　－

@630，304
@111，665
@　45，095
@　66，570
Q，687，200

Q，687，200

@　　：
PL447，039
X，217，083

Q，229，956

@　　：
@　48，983
@　12，000
@　36，983
R，887，565

R，012，660

@780，031
@　94，874

@　　二

@　　：

@　　　：

@　　　二

P27，969，674

@　　　：

@　　　：

P27，969，674

@　　　－
T24，247，962

@127，217

@　　　：

@　42，019
W，915，732　　　　－

@519，996

U88，751，154

6，203，743

T．618・7481
@584，994　i　　　＿　　1

@　　：
P0，016，052

@394，666
@84，4gg　l
Q，820，188

@　67，424
@862，864
Q，542，435

@984，447
Q，000，000

@2獅三i
@　　：　　　－

R，717，864

Q，000，000

P，717，864

@　28，3∞
@　28，300　　　－

R，814，625

Q，293，025

@285，600
P，236，000

P3，005，725

P0，316，020

Q，260，000
@429，705　　　－

@231，514
@　12，000
@219，514
T，173，248

R，212，881

@889，451
P，017，356

@　53560@　　，　＿

@　　　：

@　　　：

@　　：
R5，04も122

T，708，587

S，069，590

@　　　：
刀C262，945　1　　　　－

U57，655，813　1

@134，071

@　　　：

@249，843
@192，195　1

Q，088，633　　　　－

V37，552，750　’

9，828，091

?C720，923

@　　　3

@　　：
P3，931，450
@617・899i　　79，360

@362，890
@　94，975

@　　：
@　　：　　　－

P0，480，803

@870，399
P．4％，124

@　　－R，736，6522，000，000

P，736，652

R，673，631

@673，631
R，000，000

V，207，300

Q，390，000

@114，300
S，703，000
X，054，8955，458，600

R，310，000

@　10，295
@276，000
@　16，500
@　12，000
@　4，500

R，631，771

@1，377，162

@740，258
@875，000
@639，351

@　　　二

@　　　：　　　　一

@　　　：二

Q6，925，567

Q2，000，000

S，000，000

@　1，126
@924，441

@　　　：

T75，855，572
@　916，451　　　　－

@2，170，210

@470．378
@　　　：　　　　－

U59，139，394

@　　　　　　　　　　：

@　　　　　　　30，398，804
@　　　　　　　11，605，879　　　　　　　　　　　－

@　　　　　　　1，980，684　　　　　　　　　　　－

@　　　　　　　4，397，000
@　　　　　　　2，000，000
@　　　　　　　2，397，000
@　　　　　　　2，121，400
@　　　　　　　1，913，400
@　　　　　　　　208，000
@　　　　　　　6，559，300
@　　　　　　　2，032，000
@　　　　　　　　246，300
@　　　　　　　4，281，000
@　　　　　　　9，312，956
@　　　　　　　5，446，95σ
@　　　　　　　3，320，000　　　　　　　　　　　－’

@　　　　　　　　546，000
@　　　　　　　　　15，000
@　　　　　　　　　12，000
@　　　　　　　　　3，000
@　　　　　　　7，813，819　　　　　　　　　　　－

@　　　　　　　　734，506
@　　　　　　　　400，000
@　　　　　　　　274，010
@　　　　　　　6，405，303
@　　　　　　　　　　：　　　　　　　　　■

@　　　　　　　　　　：

@　　　　　　　　　　：

@　　　　　　　53，032，733

@　　　　　　　33β88，555
@　　　　　　　9，511，856
@　　　　　　　4，173，569
@　　　　　　　5，958，753

@　　　　　　　　　　：

@　　　　　　　64α674刀67
@　　　　　　　5，086，575
@　　　　　　　　283，603

@　　　　　　　　　　：

@　　　　　　　　　　二　　　　　　　　　　　一

@　　　　　　　781，898，683

一
．”）LtP　　　　．巡」L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