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味財産増減計算書

平成24 年4月1日から平成25 年3月31 日まで

(単位:円)

科 目 当年度 前年度 増減

I 一般正味財産増減の部

1.経常増減の部

(1)経常収益

特定資産運用収入 3，039 ，911 3，878 ，055 ム 838 ，144

特定資産受取利息 3，039 ，911 3，878 ，055 ム 838 ，144

受取会費 98 ，895 ，600 104 ，783 ，600 ム 5，888 ，000

正会員受取会費 97 ，521 ，600 103 ，249 ，600 ム 5，728 ，000

賛助会員受取会費 1，374 ，000 1，534 ，000 ム 160 ，000

事業収益 1，984 ，439 ，185 1，988 ，118 ，400 ム 3，679 ，215

登録事業収益 1，974 ，256 ，980 1，975 ，174 ，691 ム 917 ，711

収益事業収益 10 ，182 ，205 12 ，943 ，709 ム 2，761 ，504

受取補助金等 83 ，017 ，648 58 ，468 ，889 24 ，548 ，759 

受取助成金 14 ，426 ，083 3，747 ，399 10 ，678 ，684 

受取奨励金 3，873 ，091 2，813 ，276 1，059 ，815 

受取補助金 64 ，718 ，474 51 ，908 ，214 12 ，810 ，260 

受取負担金 113 ，584 ，646 50 ，387 ，347 63 ，197 ，299 

受取寄付金 20 ，674 ，000 12 ，182 ，782 8，491 ，218 

雑収益 20 ，385 ，368 11 ，087 ，469 9，297 ，899 

受取利息 232 ，987 294 ，230 ム 61 ，243

雑収益 20 ，152 ，381 10 ，793 ，239 9，359 ，142 

経常収益計 2，324 ，036 ，358 2，228 ，906 ，542 95 ，129 ，816 

(2) 経常費用

事業費 2，525 ，442 ，849 2，185 ，464 ，217 339 ，978 ，6321 

役員報酬 11 ，640 ，000 8，950 ，000 2，690 ，0001 

支部役員報酬 9，698 ，030 7，813 ，528 1，884 ，502 

給与手当 595 ，443 ，123 546 ，648 ，183 48 ，794 ，940 

臨時雇賃金 12 ，030 ，647 9，024 ，468 3，006 ，179 

退職給付費用 34 ，815 ，305 30 ，145 ，772 4，669 ，533 

退職金 5，140 ，553 3，292 ，441 1，848 ，112 

法定福利費 67 ，478 ，408 55 ，338 ，209 12 ，140 ，199 

福利厚生費 6，724 ，216 8，728 ，524 ム 2，004 ，308

会議費 44 ，769 ，591 29 ，633 ，672 15 ，135 ，919 

旅費交通費 140 ，732 ，212 74 ，160 ，783 66 ，571 ，429 

通信運搬費 29 ，791 ，935 20 ，857 ，235 8，934 ，700 

減価償却費 42 ，523 ，285 27 ，698 ，283 14 ，825 ，002 

消耗什器備品費 1，898 ，782 2，484 ，594 ム 585 ，812

消耗品費 79 ，475 ，590 56 ，309 ，642 23 ，165 ，948 

修繕費 1，117 ，327 3，302 ，329 ム 2，185 ，002

印刷製本費 46 ，396 ，879 21 ，834 ，369 24 ，562 ，510 

新聞図書費 2，568 ，266 1，678 ，612 889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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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当年度 前年度 増減

リース料 21 ，199 ，914 32 ，199 ，980 ム 11 ，000 ，066

燃料費 4，939 ，773 4，398 ，591 541 ，182 

光熱水料費 8，980 ，985 8，928 ，926 52 ，059 

賃借料 19 ，064 ，369 18 ，134 ，209 930 ，160 

借上料 7，001 ，169 3，302 ，705 3，698 ，464 

保険料 5，940 ，439 2，063 ，520 3，876 ，919 

保守料 18 ，222 ，668 13 ，461 ，732 4，760 ，936 

諸謝金 3，282 ，803 2，011 ，727 1，271 ，076 

租税公課 21 ，387 ，619 31 ，863 ，114 ム 10 ，475 ，495

支払負担金 105 ，312 ，210 27 ，642 ，556 77 ，669 ，654 

支払奨励金 27 ，454 ，401 45 ，268 ，135 ム 17 ，813 ，734

支払助成金 141 ，191 ，967 97 ，766 ，991 43 ，424 ，976 

支払寄附金 6，815 ，000 30 ，560 ，876 ム 23 ，745 ，876

支払調査費 45 ，284 ，003 51 ，719 ，989 ム 6，435 ，986

委託費 953 ，519 ，386 904 ，625 ，742 48 ，893 ，644 

雑費 3，601 ，994 3，614 ，780 ム 12 ，786

管理費 98 ，848 ，239 202 ，928 ，234 ム 104 ，079 ，995

役員報酬 14 ，856 ，000 18 ，550 ，000 ム 3，694 ，000

支部役員報酬 9，779 ，000 12 ，202 ，144 ム 2，423 ，144

給与手当 11 ，647 ，443 76 ，948 ，894 ム 65 ，301 ，451

退職給付費用 1，739 ，122 6，009 ，508 ム 4，270 ，386

退職金 325 ，000 952 ，189 ム 627 ，189

法定福利費 2，209 ，327 11 ，281 ，111 ム 9，071 ，784

福利厚生費 763 ，001 966 ，131 ム 203 ，130

交際費 1，613 ，470 1，556 ，689 56 ，781 

会議費 3，555 ，351 4，362 ，836 ム 807 ，485

旅費交通費 15 ，101 ，003 17 ，113 ，010 ム 2，012 ，007

通信運搬費 1，328 ，982 1，878 ，022 ム 549 ，040

減価償却費 1，634 ，675 3，004 ，642 ム 1，369 ，967

消耗什器備品費 140 ，794 249 ，990 ム 109 ，196

消耗品費 963 ，142 1，511 ，555 ム 548 ，413

修繕費 132 ，090 81 ，979 50 ，111 

印刷製本費 509 ，519 1，091 ，972 ム 582 ，453

新聞図書費 85 ，326 142 ，447 ム 57 ，121

リース料 637 ，594 1，716 ，512 ム 1，078 ，918

燃料費 164 ，076 197 ，538 ム 33 ，462

光熱水料費 386 ，509 1，204 ，284 ム 817 ，775

賃借料 763 ，213 3，789 ，729 ム 3，026 ，516

保険料 97 ，622 309 ，332 ム 211 ，710

保守料 393 ，037 1，027 ，137 ム 634 ，100

諸謝金 742 ，650 2，685 ，500 ム 1，942 ，850

租税公課 1，354 ，985 1，295 ，157 59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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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当年度 前年度 増減

支払負担金 1，676 ，500 2，424 ，507 ム 748 ，007

支払奨励金 4，725 ，380 5，262 ，610 ム 537 ，230

支払助成金 100 ，000 43 ，000 57 ，000 

支払寄附金 18 ，000 696 ，000 ム 678 ，000

会費委託費 21 ，219 ，840 23 ，677 ，790 ム 2，457 ，950

雑費 185 ，588 696 ，019 ム 510 ，431

経常費用計 2，624 ，291 ，088 2，388 ，392 ，451 235 ，898 ，637 

評価損益等調整前当期経常増減額 ム 300 ，254 ，730 ム 159 ，485 ，909 ム 140 ，768 ，821

評価損益等計 。 。 。
当期経常増減額 ム 300 ，254 ，730 ム 159 ，485 ，909 ム 140 ，768 ，821

2. 経常外増減の部

(1)経常外収益

退職給付引当金戻入益 473 ，834 13 ，618 ，445 ム 13 ，144 ，611

過年度修正益 2，719 ，557 。 2，719 ，557 

経常外収益計 3，193 ，391 13 ，618 ，445 ム 10 ，425 ，054

(2) 経常外費用

固定資産除却損 1，957 ，320 378 ，611 1，578 ，709 

過年度減価償却費 458 ，914 。 458 ，914 

過年度修正額 7，200 ，000 。 7，200 ，000 

経常外費用計 9，616 ，234 378 ，611 9，237 ，623 

当期経常外増減額 ム 6，422 ，843 13 ，239 ，834 ム 19 ，662 ，677

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ム 306 ，677 ，573 ム 146 ，246 ，075 ム 160 ，431 ，498

一般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2，158 ，971 ，487 2，305 ，217 ，562 ム 146 ，246 ，075

一般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1，852 ，293 ，914 2，158 ，971 ，487 ム 306 ，677 ，573 

E 指定正味財産増減の部

当期指定正味財産増減額 。 。 。
指定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 。 。
指定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 。 。

E 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1，852 ，293 ，914 2，158 ，971 ，487 ム 306 ，677 ，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