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乎蝉4＿年度決算報告書

貸　借　対　照　表
平成25年3月31日現在

（単位：円）

科　　　目 �当年度 �前年度 �増　　減 

I資産の部 1流動資産 　現金 �14，418 �25：812 �△11，394 

普通預金 �415，185 �3：794，643 �△3，379，458 

未収金 流動資産合計 2固定資産 （1）特定資産 財政運営資金積立資産 �4，581，316 �4．662，774 �△81．458 

5，010．919 �8，483．229 �△3，472，310 

3，300．000 �3．300，656 �△　656 

20周年記念車業橋立資産 特定資産合計 （2）その他固定資産 車輌運搬具 �3，300，000 �3，300．656 �△　656 

6，600，000 �6，601，312 �△1，312 

95，000 �95．000 �0 

什器備品 �210，790 �263，689 �△52，899 

電話加入権 �218．400 �218．400 �0 

出資金 その他固定資産合計 固定資産合計 資産合計 Ⅱ負債の部 1流動負債 未払金 �10，000 �10．000 �0 

534．190 �587，089 �△52．899 

7，134，190 �7．188，401 �△54，211 

12，145．109 �15，671，630 �△3，526．521 

4．269．814 �4．787，359 �△517．545 

仮受金 �27，800 �230，579 �△202，779 

預り金 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合計 Ⅲ正味財産の都 1指定正味財産 2一般正味財産 �39，150 �35，580 �3，570 

4，336，764 �5．053，518 �△716．754 

4，336．764 �5．053，518 �△716．754 

7，808．345 �10，618，112 �△2，80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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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000 �6，601．312 �△1．312 

7，808．345 �10，618．112 �△2，809，767 

12，145，109 �15．671．630 �△3，526，521 



平成25年度　決算報告書

貸　借　対　照　表

平成26年3月31日現在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I　資産の部 �i I �i 1 1 114，418 �22．578 

1．流動資産 �i 

現金 �1　　　　36，996 

普通預金 �1 　　　　2，310，977 �415，185 �1，895．792 

未収金 �3，599，716 �4，581，316 �△981，600 

仮払金 流動資産合計 2．固定資産 （1）特定資産 財政運営資金積立資産 �37．050 �0 

5I984，739 �5，010，919 �973．820 

3．300，000 �3，300，000 �0 

20周年記念事業積立資産 特定資産合計 （2）その他固定資産 車輌運搬具 �0 �3，300，000 �△3I300，000 

3，300．000 �6，600，000 �△3，300．000 

95，000 �95．000 �0 

什器備品 �157．891 �210．790 �△52．899 

電話加入権 �218，400 �218，400 �0 

出資金 その他固定資産合計 �10，000 �10，000 �0 

481，291 1 �534，190 �△52．899 

固定資産合計 　資産合計 Ⅱ負債の部 1．流動負債 未払金 �3I781．291 �7言34，190 �△3．352，899 

1　　　　　9，766，030 �12．145，109 �△2．379，079 

「‾‾‾－ 　3I940，347 �4，269，814 �△329，467 

仮受金 �24．710 �27，800 �△3IO90 

預り金 �」　16I800 �39，150 �△22，350 

流動負債合計 �i　　　　3・981′857 �4．336，764 �i　　　△354′907 

負債合計 Ⅲ正味財産の部 1．指定正味財産 2．一般正味財産 �！　　　3，981，857 �4，336，764 �△354，907 
1 1 1 1 15・784′173 �i i i i7i8087345 � 

（うち、特定資産への充当額）　　　　　　　　3，300，000 ��！　　　　　6，600，000 

正味財産合計 �5，784，173 �i　　　　7，808，345 � 
－ � �l　△2・379・079 

負債及び正味財産合計 �9i766可　12，145・109 



平成26年度　決算報告書

貸　借　対　照　表

平成27年3月31日現在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I資産の部 1．流動資産 　現金 �49，541 �i i ！ i i36．996 �12，545 

普通預金 �3，731，484 �2，310，977 �1．420，507 

未収金 �3，544，676 �3，599．716 �i　△55，040 

仮払金 流動資産合計 2．固定資産 （1）特定資産 財政運営資金積立資産 特定資産合計 （2）その他固定資産 車輌運搬具 �1，000 �37，050 

7，326，701 �5，984．739 �1．341，962 

3，300，000 �3．300，000 �0 

3．300，000 �3．300，000 �0 

95，000 �95，000 �0 

什器備品 �120．134 �157，891 �△37，757 

電話加入権 �218．400 �218，400 �0 

出資金 その他固定資産合計 固定資産合計 　資産合計 Ⅱ負債の部1 1．流動負債 未払金 �10．000 �10，000 �0 

443．534 �481，291 �△37，757 

3，743，534 �3I781I291 �△37，757 

11，070，235 �9，766，030 �1，304，205 

4，053，805 �3，940，347 �113，458 

仮受金 �55，466 �24，710 �30，756 

預り金 �47，800 �16，800 �31．000 

流動負債合計 �4，157IO71 �3，981．857 �175，214 

負債合計 �！　　4，157．071 �3，981，857 �175．214 

Ⅲ正味財産の部 1．指定正味財産 2．一般正味財産 �6，913，164 �！ 　5，784I173 �！ 

（うち、特定資産への充当額） �3，300，000 �3．300，000 

正味財産合計 負債及び正味財産合計 �6，913，164 �5．784，173 � 

11，070．235 �1　9I766・030 �ll聞205 



平成27年度　決算報告書

貸　借　対　照　表

平成28年3月31日現在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度i �前　年　度 　　　　i �増　　減 

I資産の都　i 　　l 1・流動資産　！ 　現金、 �1 1 39，595 �i i i I l 49・541i �△　9，946 

普通預金 �1，249，169 �　　1 3，731，4841 �△　2，482，315 

未収金 �4，000，452 �3，544，676 �455，776 

仮払金 流動資産合計 2．固定資産 （1）特定資産 財政運営資金積立資産 特定資産合計 （2）その他固定資産 車繭運搬具 �65，055 �1，000 

5，354，271 �7，326．701 �△1，972，430 

3，300，000 �1 13，300，000 �0 

3，300，000 �3，300，000 �0 

0 �95，000 �△　95，000 

什器備品 �1，122，217 �120，134 �1，002，083 

電話加入権 �218，400 �218，400 �0 

出資金 �10，000 �10，000 �0 

その他固定資産合計 固定資産合計 　資産合計 Ⅱ負債の部 1．流動負債 未払金 �1，350，617 �443，534 �907．083 

4，650I6申　　3，743・534 ��907．083 

10，004，888 �！ 　　11，070，235 �△1，065．347 

4，059，296 �i 1 　4，053，805 �5，491 

仮受金 �68，122 �55，466 �12，656 

預り金 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合計 Ⅲ正味財産の都 1．指定正味財産 2．一般正味財産 �23，400 �47，800 �△　24，400 

4．150．818 �　　　4，157．071 i �△6．253 

4，150，818 �4，157，071 �△6，253 

5，854，070 �i i l 　6I913，164 �△1，065I347 

（うち、特定資産への充当額） �3，300，000 �3I300，000 

正味財産合計 負債及び正味財産合計 �i　　5・854・070 �l　　6・913・164 

！ 　10．004，888 �i i i r　ll，070．235 



平成28年度　決算報告書

貸　借　対　照　表

平成29年3月31日現在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i 　前　年　度 �増　　減 

I　資産の部 � �i i i l39，595 �l 　△3，138 

1．流動資産 � 

現金 �36，457 

普通預金 �699，733 �1，249，169 �△　549，436 

未収金 �3，079，395 �4，000，452 �△　921，057 

仮払金 流動資産合計 2，固定資産 （1）特定資産 財政運営資金積立資産 �135，055 �1　　　65・055 

3，950，640 �5，354，271 �△1，403，631 

3，300，000 �3，300，000 �0 

特定資産合計 （2）その他固定資産 車輔運搬具 �3I300，000 �3，300．000 �0 

0 �0 �0 

什器備品 �966，928 �1，122，217 �△155，289 

電話加入権 �218，400 �218，400 �0 

出資金 その他固定資産合計 固定資産合計 　資産合計 Ⅱ負債の都 1．流動負債 未払金 �10，000 �10，000 �0 

1，195，328 �1．350，617 �△155．289 

4，495，328 �4．650，617 �△155，289 

8，445，968 �10．004，888 �△1，558，920 

2，834，796 �4，059，296 �△1，224，500 

預り金 �77，302 �23，400 �53，902 

仮受金 �18，000 �68，122 �△　50，122 

流動負債合計 　負債合計 Ⅲ正味財産の部 1．指定正味財産 2．一般正味財産 �2I930．098 �4．150．818 �△1，220．720 

2，930．098 �4，150I818 �△1I220，720 

5，515，870 �【　5朝070 �i i 

（うち、特定資産への充当額） 　　　正味財産合計 �3，300．000 �E　　3I300，000 

5，515，870 �5I854，070 �i l 

負債及び正味財産合計 �1　8，445i968 1 �10，004，888 �！△1・勘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