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目

I 資産の部

1.流動資産

現金預金

未収金

前払金

立替金

貯蔵品

未収消費税等

流動資産合計

2. 固定資産

(1) 特定資産

退職給付引当資産

特定費用準備資金

資産取得・改良資産

特定資産合計

(2) その他固定資産

土地

建物

車両運搬具

什器備品

電話加入権

預託金

固定性預金

リース資産

その他固定資産合計

固定資産合計

資産合計

E 負債の部

1.流動負債

未払金

前受金

預り金

リース債務

未払消費税等

流動負債合計

2. 固定負債

長期リース債務

退職給付引当金

役員退任慰労引当金

固定負債合計

負債合計

E 正味財産の部

1.指定正味財産

指定正味財産

指定正味財産合計

2. 一般正味財産

一般正味財産

(うち特定資産への充当額)

正味財産合計

負債及び正味財産合計

貸借対照表

平成25 年3月31 日現在

当年度

270 ，942 ，841 

138 ，572 ，579 

3，311 ，336 

2，146 ，765 

8，061 ，028 

7，755 ，900 

430 ，790 ，449 

368 ，495 ，030 。
184 ，863 ，726 

553 ，358 ，756 

40 ，268 ，575 

201 ，682 ，794 

432 ，531 

34 ，233 ，460 

932 ，784 

16 ，205 ，000 

1，140 ，632 ，175 

73 ，552 ，800 

1，507 ，940 ，119 

2，061 ，298 ，875 

2，492 ，089 ，324 

154 ，843 ，022 

23 ，781 ，437 

10 ，101 ，483 

25 ，234 ，700 。
213 ，960 ，642 

48 ，318 ，100 

363 ，712 ，668 

13 ，804 ，000 

425 ，834 ，768 

639 ，795 ，410 

。
。

1，852 ，293 ，914 

(184 ，863 ，726) 

1，852 ，293 ，914 

2，492 ，089 ，324 

(単イ立:円)

前年度 増減

318 ，065 ，890 ム 47 ，123 ，049

172 ，453 ，554 ム 33 ，880 ，975

1，269 ，870 2，041 ，466 

1，443 ，564 703 ，201 

6，387 ，800 1，673 ，228 。 7，755 ，900 

499 ，620 ，678 ム 68 ，830 ，229

415 ，913 ，405 ム 47 ，418 ，375

96 ，800 ，000 ム 96 ，800 ，000

208 ，445 ，913 ム 23 ，582 ，187

721 ，159 ，318 ム 167 ，800 ，562

40 ，268 ，575 

13 ， 719 ， 64~1 187 ，963 ，149 

1，300 ，727 ム 868 ，196

40 ，426 ，338 ム 6，192 ，878

932 ，784 。
16 ，205 ，000 。l

1，314 ，661 ，953 ム 174 ，029 ，778

28 ，536 ，900 45 ，015 ，900 

1，630 ，295 ，426 ム 122 ，355 ，307

2，351 ，454 ，744 ム 290 ，155 ，869

2，851 ，075 ，422 ム 358 ，986 ，098

214 ，041 ，138 ム 59 ，198 ，116

16 ，163 ，966 7，617 ，471 

15 ，341 ，609 ム 5，240 ，126

8，171 ，100 17 ，063 ，600 

4，036 ，600 ム 4，036 ，600

257 ，754 ，413 ム 43 ，793 ，771

19 ，941 ，600 28 ，376 ，500 

402 ，753 ，922 ム 39 ，041 ，254

11 ，654 ，000 2，150 ，000 

434 ，349 ，522 ム 8，514 ，754

692 ，103 ，935 ム 52 ，308 ，525

。 。
。 。

2，158 ，971 ，487 ム 306 ，677 ，573

(305 ，245 ，913) (ム 120 ，382 ，187)

2，158 ，971 ，487 ム 306 ，677 ，573 

2，851 ，075 ，422 ム 358 ，986 ，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