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ホ買 ・　崇 △曇

平成28年4月1日から平成29年3月31日まで

一1－，－illlvaEge2LilK No．1　（単位：円）

科　　　　目 平成28年度予算（当初） 平成27年度予算（2次補正） 差　　異

【1．経常収益】

1特定資産運用益 0 0 0

2固定資産等運用益 623，500 623，000 500

3受取入会金 0 5，620，000 一 5，620，000

4受取会費 21，406，000 20，976，000 430，000

5事業収益 1，355，240，000 1，294，113，000 61，127，000

430，000，000 3，400，000
i1検査事業（手数料）収益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2検診事業収益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3（受託）健診事業収益｝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4学生納付金収益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2，000，000 4，80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質■

　　　474，492，000 26，873，000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01，960，000 1，440，000

i5学生手数料収益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田一

　　　　3，807，000 一492，000

6居宅介護事業収益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6，457，000●已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433，000
…i　　　＿＿＿＿＿一＿＿＿＿…＿＿＿＿

　　　433，40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6，800，000－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01，365，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03，40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百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315，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3，89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目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否

　　　　39，30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一口■工一一工一一一一一一一■

　　　　31，90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0，009，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7，384，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846，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垣一一■

　　　　43，624，000智■■■口■■一一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451，000

38，697，000 603，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9，500，000 2，400，000

　7訪問看護事業収益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8ヘルパー事業収益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包括支援事業収益
r－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10訪問看護療養費収益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

　　　　16，865，000 3，144，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325，000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11訪問看護実費収益 122，000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3，059，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24，000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6，965，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031，000－■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80，000

一一一一一一

　　　　6，659，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280，000

　　　　　42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活■

　　　　　　　　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〇i15紘事業収益 276，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

　　　　　276，000

6受取補助金等 104，851，000 76，804，000 28，047，000

i1受取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等（三重県） 18，397，000 21，443，400

3，110，000 3，110，000

一

3，046，400－■一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構一

　　　　　〇

8，671，000 0
●一一宕■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巳

　　　　8，671，000■■一一一一一鍾ロ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9－

　　　　37，981，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26，000●一一一一一■一■■●一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工■■－

　　　　　100，000

一■

　　　　37，737，600 243，4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2受取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等（松阪市）「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3受取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等（多気郡3町）十一一一一一一一栖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

i4受取地方公共団体補助金等（医療費協力費）「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5受取民間補助金等（三重県医師会）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臼工

i6受取民間補助金等（日本医師会）「’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7受取民間補助金等（2病院）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8受取諸民間補助金等

一

　　　　1，125，000 101，000
一一一一■－

　　　　　100，000 0
■一一■■一■臼ロー■一一一一一一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00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1，366，000

4，000，000 0

617，000 30，749，000

7受取負担金 776，000 882，000 一 106，000

8受取寄付金 0 0 0

9雑収益 370，000 655，000 一285，000

4，000 一 1，000
i1受取利息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2雑収益（一般）

　　　　　　3，000－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67，000
■一一一一一

　　　　　651，000 一284，000

経常収益計 1，483，266，500 1，399，673，000 83，593，500



No．2　（単位：円）

科　　　　目 平成28年度予算（当初） 平成27年度予算（2次補正） 差　　異

【2．経常費用】

1事業費 1，468，121，032 1，388，242，609 79，878，423
il給料手当ト　　　　ー…一一一

461，258，000 442，119，650 19，138，350
一一■■■一　　田■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　　　　　　　　　　　　句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2臨時雇賃金 243，994，000 236，265，150 7，728，850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3職員退職給付費用 25，970，844 16，475，541 9，495，303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百治■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ロー■一一　　　　　　　　一●

i4法定福利厚生費 93，831，250 83，440，700 10，390，550
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i5福利厚生費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古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冶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6，622，170．西■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873，800 748，370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一

i6会議費
　　　　1，165，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308，000 一 143，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7旅費交通費 3，044，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一■■一一■一一

　　　　3，164，000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12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8通信運搬費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工■一■告“一■一一

　　　　7，370，200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7，322，600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47，600
i9建物減価償却費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砲■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4，292，748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

　　　　14，299，916

・一一一■●一一一肩一　　　　　　　　　　　　　一　　　一一■■一■一

　　　　　　一7，168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8■■■■一ロー　　　　　　　　　　　一一口■

ilO構築物減価償却費 3，259，161 3，448，974 一 189，813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111車輌備品減価償却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靖■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39，048，049
一　　　　　　一一一コ■一一一一■－

26，356，720

●一　　　　　　　　　　　　　　　　　　　　　　　　　一一■一■一■一　　　一

　　　　12，691，329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12什器減価償却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百

　　　　19，535，388

■鍾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　　　　　　　　　　　　　　　　　　　　　　一一

　　　　16，054，942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時

　　　　3，480，446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口■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工一口■■一一

‘113ソフトウェア減価償却費 4，349，758 1，387，682 2，962，076

‘ll4リース資産減価償却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4，268，704
　一一一　　　一■一■■■一一

14，131，424

●一■■一■■■　　　一一一一

　　　　　137，28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ロー口“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 ■一百口■一一■一一西一一■一一逸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噛一■一一田■一　　　一恒一

1：15印刷製本費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5，727，800 22，093，080 3，634，720

ll16消耗器具備品費／消耗什器備品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021，000
■■■■■一■■一■一一一■■■■一■口口口●■■■一一一●

　　　　2，960，000

●一一一　　　　　　口　　　　　　■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61，000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ほ■“一一一口口　　　蛤一　　　一一　　　　　　一　　　　　　　　　　　　　　　　　　　一 ■

il7消耗品費 10，257，400 9，103，920 1，153，48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l8保守料
●■ロー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7，201，6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西■　　　　一一一

25，372，000

・－

　　　　1，829，600
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工■■■一　　　　　　　　　一 ■　　　■一一一■一一■口■一培■■培■■一一■■■●■ロー■一

1119修繕費 8，584，000 8，085，000 499，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牢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　　　■一一　　　■一■　　　一培培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0光熱水料費 21，847，000 20，692，250 1，154，750
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飽■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民百一●一一一一工一一一一一

121車両費／燃料費 24，067，600 23，021，600 1，046，000
L－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l22賃貸料／賃借料

■已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6，117，6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鍾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3，501，8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工一一一■一一一

　　　　2，615，8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305，000
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52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215，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廟■■一　　　　　　　　　　　　　■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　　　　　　　　　　　　　　　　　　一■

‘124諸謝金
■■　　　　　　　　　　　　　　　　　　　　　　　一　　　一一■鳴●■担一一■一一一一一■－

　　　　27，196，000 26，637，000 559，000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 鍾■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鍾

8125手数料 2，163，000 1，587，000 576，000
｝　　　一一一一 ●

i26教育研修費 817，000 1，732，000 一915，000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声　　　　鍾一 ●　　　　　　　　　　　　　　■一　　　　　　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127図書費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897，400 2，145，400 一 1，248，000
　　　　　　　　　■一　　　　　　　　　　　　垣■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一口■■

‘128租税公課
●一■一■一■ロー一■■　　　　　　　　　　　　　　　　　　一■　　　　　　　　　　　　　　　　　頭

　　　　45，881，000

一白一　　　　　　　　　　　　　　　●［官“’一■　　　　　　　　　　　　　一■

　　45，602，000

●■　　　　　　　　　　　　　一一一一　　　一　　　　　　　　　　　　　　　　　　　智■一■－

　　　　　279，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　　　　　　　　一一一

　　　　　　　　〇

一　　　　　　　　　　　　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

　　　　　　　　0
●一一　　　　　　　　　　　　　一■一■■一　　　　　　　　　　　　　　　■　　　■●一■■■－

　　　　　　　　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ロ　　　　　　　　　　ー ■一　　　　　　　　　　　　　　　一■■■■■■一　　　　　　　　　一一■■■・一一 ■■鍾1■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　　　一■■

‘i30委託費 28，496，000 27，587，400 908，600
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口垣一 一　　　　　　　一　　　　　　　　　　　　　栖■●■　　　　　　　　　　　　　　　　　■　　　一一一一 ■　　　　　■ロー一　　　　　　　　　　　　　　　　　　　　一■■古一

‘i31支払利息（リース） 909，360 1，103，060 一 193，7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香“一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 ロー　　　　　　　　　　　　一■●■　　　　　　　　　　一　　一一旬■■■口■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口●一一

8132雑費 250，000 360，000 一 11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垣ロ 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 ●　　　　　　　　　一　　　　　　　　　　　　　　　　　　　　　　　　　　　　　　一已一■　　　一

i33材料仕入高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目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77，403，000 171，300，000 6，103，000

‘134検査委託料
●一一一一一一垣一一一一一一　　　　　　　　　■一ロー　　　　　　　　　一■“－

　　　　98，350，000

■一■一　　　　　　　　　　　　　一■■一一　　　　　　　　　　　一■■■

　102，650，000

■　　　　　　　　　　一　　　■■■一一　　　　　　　　　　　　　　　　　一垣■■■●■ロ■垣一

　　　　一4，30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ロー一 ■　　一一一■一　　　　　　　　　　　　　　　　　　　一ロ●■■■ロー一　　　　　　　　　　　　　一

‘135検診・健診事業諸費 6，160，000 6，330，000 一 170，000
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ロ鍵一　　　　　　　　　　　■一　　　■一　　　　　　　　　一一■■■一一 ●　　　■一■■　　　　　　　　　　　　　　　　　　　　　　　　　一■■■一一

‘136福利厚生事業費 3，460，000 3，210，000 25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ロロー　　　　　　　一　　　■■拍一一　　　　　　　　　一　　　■■■一一 ■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　　　一一

‘：37期首棚卸高 7，375，663 9，945，868 一2，570，205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頃声ロ　　　　　　　　　　　ー■“一一 一■■■白●■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一m－一一　　　　　　　　　　　　　■■■■■●一口●一　　　　　　　　　　　　　一

i38期末棚卸高 一7，375，663 一 9，945，868 2，570，205



No．3　（単位：円）

科　　　　目 平成28年度予算（当初） 平成27年度予算（2次補正） 差　　異

2管理費 35，356，970 37，419，319 一2，062，349
i1役員報酬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i2給料手当

　　　　1，476，000・■●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嗣■一■■一　　　　　　　　一■ロ 　　　　1，476，000－一一　　　　　　■一一■一一　　一〇■■一■■一一一　　一口■一■一■

6，060，000 5，545，350

・■■■■■■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一　　　一一一　　　　．．－
i3臨時雇賃金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　　　　　　　　一　　　　　　　　　　　　　　　一一臼■　　　　　　　　　　　　　　　　　■垣一

　　　　　　　　〇
一⇔　　　　　　　　　　　　一■　　　　　　　　　　　　一■■　　　　　r

　　　　　20，850
・■口餌■古一一■■一一一卑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卜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
i4職員退職給付費用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口■■■■■　　　　　　　　　　　　　　　一工■一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383，646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一一…一　　一一…－

i5役員退職給付引当金繰入
・一百括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胴■■一一一一

　　　0

514650

－20，850

92，997

　　　0

99，450

　6，630

12，000

　　　0

「一ロー一一一一一　　一工…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
i6法定福利厚生費　口“㏄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旨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工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鼻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烏

・■●■［一一一一■一一■■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領■已一一■一一一一一ロ

『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i7福利厚生費「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ロー一一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8会議費

　　　　　　　　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897，75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55，83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0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鍾■■■一一一■■■■－

　　　　　210，0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00，8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蛤匂一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35，913・■■■■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316，112・

　　　　　290，649

　　　　　　　　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98，3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頭■ロ■■■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49，2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88，000－一■亘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10，000－■ロ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95，400

・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5，4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

　　　　　436，890－一　一■一■　　　」　　　　　　　　　一一■■■■一一

・　　　　　　　　　　　　　一一■・恒■　　　　　　　　　　　　　　　　　　　　　　口■■已

　　　　　　　一977■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牢’一一一一

19旅費交通費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10通信運搬費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11建物減価償却費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12構築物減価償却費｝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25，883■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

　　　　　　　　〇・一■一一一一領一　　　一一　　　　　　　　　　　　　　　　　　　　　　　　　　　一　　　一一一ロ■

　　　一　　　■ロ■■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 一■ロー■■一一一　　　　　　　　　　　　　　　　　一■■

　　－1，222
　　　　　　38，615・一一一古■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46，771

・　　　■一一一一■　　　　　　　　　　　　　　　　　　　　　　　　　■■■一“已■

　　　　　　－8，156
　　　　　　一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百一一一■一一●■一一

　　　　　　22，462
■一ロー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　　■

　　　　　　1，84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l6リース資産減価償却費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17印刷製本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74，760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56，04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工一一■■一■

　　　　　　18，720
・　　　　　　　　　　　　　　　　　　　　　　　　　　　　　　　　　　　ロ　　　ー●■●●一一■一■

　　　　　326，200
　　一一一一一一垣一一一

．　　　　　312，400
・　　　　　　　　　　　　　　　　　　　　　　一一一一

　　　　　　13，800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

　　　　　　84，000
一　　　一一一■一■白■一頭■■一一一一

　　　　84，000・

・　　　　　　　　　　　　　　　　　　　一　　　　　　■一一■■一　　　　　　一

　　　　　　　　〇
　　　　　　　　　　　　　一　　　一一一　　　一一已已i19消耗品費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　　　　　　　　　　　　　　　　　　　　　　　　　一一一一　　　■　　　■巨　　　一　　　一

　　　　　913，600
一　　　　　　一一　　　一一一●●■■

913，600

，一　　　　　　　　　　　　　　　　　　　　　　　　　　　　　　　　　　　　　　　　　　　　一　　　　　　■一一一一垣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120保守料｝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　　　　　　　　　　　　　　　　　　　　　　　　　　　　　　　　　　　　　　　　　　　一　　　一問ロー一一一一工一口

　　　　　395，400■　　　　　　　　　　　　　　　　　　　　　　　　　　　　　　　　　　　　　　一　　　　　　　　　一一　　　　　　　　　工工一■一■

●■■■■一一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ロー

　　　　　386，噛000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

‘121修繕費’ 　　　　　150，000■ロ　　　　　　　　　　　ー一　　　　　　　　　　　　　　　　　　　一一一一　　　一　　　一　　　　　　■　　　一●

150，000

・　　　　　　　　　一一一　　　　　　一■一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垣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

i22光ぎ竺藍　　．．＿　　　　．＿．
　　　　　433，000■　　　　　　　　　一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　　　一　　　一■ 406，750　－　　　　　　一一一一一一

　　　　　　　　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400

　　　　　　　　0
　　　　　　26，25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1，000

　　　　1，192，200

■123車両費L

68，400 47，400

　　　　　　　　　　　　　　　　　　　　　　　■西　　　　　　　　　巴1　　　　　　　　　　　　　　　　　　　　　　　　　　　　　　　　　　　　　　　　　　　　　　　　　　　　　　　　　　　　　　　　　　　　　　　　　　　　　　’
●　　　　　　　　　　　一　　　　　　　　　　　　　　一　　　一■一　　　■　　　　　　一■　　　一一●■■垣口民

　　　　4，396，400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一■一　　　　　　一

　　　　3，204，200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　　　　　一　　　　　　　　　　　　　　　　　　　　　　　已　　　　　　　　　　　　　　　　　　　　　　　　　　　　　　　　　　　　　　　一 ■　　　　　　　　　　　　　　　　　　　■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99，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題●●■“■一一

　　　　　　99，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

‘126諸謝金
■

　　　　7，850，000
　　　　　一　　　　　　　　　一

、　　7，850，000

一　．　　」1　　・　　　　　0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27手数料
●　　　　　　　　　　　　　　　　　　　　　　　　　　　　　　　　　　　　　　　　　　　　　　　　　　　　　　　　　一一　　　一一一一一

　　　　　331，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西一■■

　　　　　331，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口

　　　　　　　　0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一一一　　　牢ロー一恒　　　一一　　　　　　垣一　　　　　　一

　　　　　　25，000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25，000
●ロー■■口“■■鍾■■一一一■■一一■一一■　　　－

　　　　　　　　0
●　　　　　　　　　　　　　　　　　　　　　　　　　　　　　　　　　　　　　　　　　　　　　　　　　　　　　　　　　　　　　　一一一一■

　　　　　　65，600
一

　　　　　　’65，600
●　　　一一一　　　一一噛　　　■一■一ロ　　　　　　ー

　　　　　　　　0
　　　■■■■■一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一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ロロ

　　　　　47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

　　　　　305，000

■　　　　　　　　　　　　　　　　　　　　　　　　　　　　　　　　　　　　　　　　　　　　　　一　　　一一一一■■一百■－

　　　　　165，000
　　　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 ■　　　　　　■　　　　　　一　　　噛■一■一一　　　　　　　　　　　■

　　　　1，131，000

■　　　　　　一　　　ロー一一一鍵一一一一

1，487，000　　　　　一

■

　一一　　　■■一■■一　　　　　　　　　　　　　　　　　　　　　　　　　　　　　　　　　　　　　　　　　　　　　　　　　　　　　　　　　　　　　　　　　　　　　　　　　　　一一ロー一　　　一　　　■　　　　　　　　一

‘132寄付金
●一一一ロ　　　　　　　　　　　　　　　　　　　　　　ー

　　　　　130，000

一　　　　　　　　　　　　　　　　　■■一領一■■一　　　　　　一　　　　　　　　　一

　　　　　170，000

●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133委託費
●　　　　　　　　　　　　　　　　　　　　　　　　　　　　　　　　　　　　　　　　　　　　　　　　　　　　　　一一　　　■■一■“－

　　　　4　985，0、00

一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

　　　　8，997，600

　　　　　　　　一一

■■■■■一一　　　一　　　一口■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〇

　　　　　　　　〇

「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　一一一一 ■　　　　　　　　　　　　　　　　　　　　　　　　　■　　　　　　■一■一■一■■一　　　一

　　　　　　5，640
一　　　　　　■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5，640

　　　　　一356，000　　　－一一一一一■■一■口■一領■一“■

　　　　　－40，000

　　　　－4，012，60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224，000

　　　　一■■■一一　　　一一　　　一　　　一　　　　　　　　　　　　　　　　　　　　　　　　　　　　　　　　　　　　　　　　　　　　　　　　　　　■■■●■古ロ垣●一■●一一一　　　　　　　　　　　　　　　　　　　　　　　　　　　　　　　　　　　一一

‘135雑費L＿一一＿一
●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

　　　　　　50，000
一　　　　　　一右■一■■一■一■一一一一

　　　　　　50，000
●　　　　　　一一一一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一一　　　　　　　　　　　　　　　　　　　　　　　　　　　　　　　　　　　　　　　　　　　　　　　　　　　　　　已一　　　一一

i36渉外費（本会法人）
■　　　　　　　　　　　　　　　　　　　　　　　　　　　　　　　　　　　　　　　　　　　　　　　　　　　　　　　　　一　　　■●■一一■

　　　　2，974，000
　　一■■●■■■一■■

2，750，00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経常費用計 1，503，478，002 1，425，661！928 77，816，074

評価損益等調整前当期経常増減額 一20，211，502 一25，988，928 5，777，426

評価損益等計 0 0 0

当期経常増減額 一20，211，502 一25，988，928 5，777，426



一1－，－iliElll，1limpilK No．4　（単位：円）

科　　　　目 平成28年度予算（当初） 平成27年度予算（2次補正） 差　　異

【1．経常外収益】

i1固定資産売却益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2固定資産受贈益

　　　　　　　　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喧一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〇

　　　　　　　　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〇

　　　　　　　　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

経常外収益計 0 0 0

【2．経常外費用】
i1固定資産売却損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i2固定資産除却損

0
　　　　　　　　0・■■一一■■一一■一工工一一一■官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〇

　　　　　　　　0－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鍋

　　　　　　　　0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0

経常外費用計 0 0 0

当期経常外増減額 0 0 0

税引前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一20，211，502 一25，988，928 5，777，426

法人税等 72，000 72，000 0

他会計振替額 0 0 0

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一20，283，502 一26，060，928 5，777，426

一般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1，503，491，627 1，529，552，555 一26，060，928

一般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1，483，208，125 1，503，491，627 一20，283，502

一1UBptLIHpmuaQ：gK
科　　　　目 平成28年度予算（当初） 平成27年度予算（2次補正） 差　　異

受取寄付金 0 0 0

一般正味財産への振替額 0 0 0

当期指定正味財産増減額 0 0 0

指定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1，000，000 1，000，000 0

指定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1，000，000 1，000，00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