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味財産土曽減計算書内訳表

自　平成24年4月1日　至　平成25年3月31日　（単位：円） 

科　　　　目 �公益目的事業会計 �収益目的事業等会計 �法人会計 �合　計l 

〔一般正味財産増減の部〕 〔経常増減の部〕 〔経常収益〕 【基本財産運用益】 基本財産受取利息 �77，157 �0 0 0 0 0 �0 4，137，398 0 0 0 0 �77，157 

基本財産運用益 【受取会費】 会員受取会費 【受取協賛金】 協賛金受取収益 【事業収益】 �37，236，586 2，340，000 127，099，265 ���41，373，984 2，340，000 127，099，265！ 

入　場　料　収　入 �129，642，000 ���129，642，000 

販　売　収　入 �3，674，000 �0 ��3，674，000 

放　送　権　収　入 �8，610，000 　0 　0 3，179，900 �　0 2，719，445 �0 0 �8，610，000 

印　税　収　入 ����2，719，445 

グッズ販売収入 ��13，551，083 �0 0 �13，551，083 

賃貸料収入 【受取補助金等】 受取民間補助金 ��0 ��3，179，900 

5，149，220 �0 �0 �5，149，220 

受取他団体補助金等 【受取負担金】 �8，000，000 �0 �0 �8，000，000 

受取負担金 【受取寄付金】 �180，000，000 �0 �0 �180，000，000 

受取寄付金 【雑収益】 �35，958 �0 �35，000，000 �35，035，958 

受　取　利　息 �40，740 �0 �41，115 �81，855 

雑　　　収　　　益 �1，885，336 �109，900 �121，935 �2，117，171 

経　常　収　益　計 �506，970，162 �16，380，428 �39，300，448 �562，651，038 

〔経常費用〕 【事業費】 広告宣伝費 �9，659，925 �0 �0 �9，659，925 

旅　費　交　通　費 �165，173，309 �0 �0 �165，173，309 

通　信　運　搬　費 �2，253，056 �67，500 �0 �2，320，556 

印　　　刷　　　費 �15，585，212 �0 �0 �15，585，212 

燃　　　料　　　費 �201，002 �0 �0 �201，002 

貸　　　借　　　料 �6，65乙333 �0 �0 �6，652，333 

保　　　険　　　料 �1，321，000 �0 �0 �1，321，000 

諸　　　謝　　　金 �3，147，403 �0 �0 �3，147，403 

租　税　公　課 �32，000 �44，355 �0 �76，355 

支　払　負　担　金 �23，500，000 �0 �0 �■　　　　23，500，000 

委　　　託　　　費 �9，666，450 �0 �0 �9，666，450 

雑　　　　　　　費 �1，027，386 �0 �0 �1，027，386 

そ　の　他事業費 �155，555 �0 �0 �．　　　　　155，555 

食　　　糧　　　費 �6，022，211 �0 �0 �1　　　6，02乙211 

手　　　数　　　料 �14，306，753 �73，587 �0 �l 　　14，380，340 

グッズ販売費用 �0 �12，093，552 �0 �12，093，552 

会　　　議　　　費 �789，155 �0 �Oi �789，155 

記　　　録　　　費 �14，264，939 �0 �Oi �14，264，939 

出　　　演　　　費 �163，484，672 �0 �0 �163，484，672 

音　　　楽　　　費 �17，772，771 �0 �0 �17，772，771 

文　　　芸　　　費 �99，630，665 �0 �0 �99，630，665 

会　　　場　　　費 �403，045 �0 �0 �403，045 

舞　　　台　　　費 �77，613，053 �0　　　　　　　　　　　0 ��77，613，053 



正味財産増減計算書内訳表

自　平成24年4月1日　至　平成25年3月31日　　（単位：円）

科　　　　目 �公益目的事業会計 �収益目的事業等会計 �法人会計 �合　　計 

【管理費】 給　料　手　当 �10，015，629 �0 �16，408，760 �26，424，389 

賞　　　　　　　与 �2，852，200 �0 �1，000，000 �3，852，200 

退職給付費用 �538，200 �0 �0 �538，200 

法　定　福　利　費 �2，227，630 �0 �1，403，116 �3，630，746 

福　利　厚　生　費 �177，450 �0 �129，475 �306，925 

そ　の　他人件費 �4，664，152 �0 �0 �4，664，152 

接　待　交　際　費 �178，623 �0 �29，000 �207，623 

会　　　議　　　費 �4乙450 �0 �409，747 �452，197 

旅　費　交　通　費 �630，115 �0 �1，329，050 �1，959，165　毒 

通　信　運　搬　費 �946，259 �0 �599，860 �1，546，119　岳 

減　価　償　却　費 �104，255 �5，487 �813，581 �923，323童 

消　耗　品　費 �1，98乙032 �0 �191，500 �2，173，532 

修　　　繕　　　費 �446，250 �0 �15，750 �　　l 462，000． 

水　道　光　熱　費 �278，275 �0 �236，873 �515，148 

貸　　　借　　　料 �3，802，856 �0 �3，145，631 �6，948，487 

諸　　　謝　　　金 �3，442，570 �0 �3，441，850 �6，884，420 

租　税　公　課 �2，189，600 �0 �3，877 �2，193，477 

雑　　　　　　　費 �43，669 �0 �400 �44，069 

その他管理費 【その他経常費用】 �1，809，292 �23，179 �970，446 �2，802，917 

その他経常費用 �700，000 �0 �0 �700，000 

経　常　費　用　計 �669，733，402 �12，307，660 �30，128，916 �712，169，978 

評価損益等調整前当期経常増減額 �△　162，763，240 �4，072，768 �9，171，532 �△　149，518，940 

基本財産評価損益等 �135，537，841 �0 �0 �135，537，841 

投資有価証券評価損益等 �0 �0 �23，620，100 �23，620，100 

評価　損　益　等　計 �135，537，841 �0 �23，620，100 �159，157，941 

当期経常増減額 �△　　　27，225，399 �4，072，768 �32，791，632 �9，639，001 

〔経常外増減の部〕 〔経常外費用〕 【その他経常外費用】 その他経常外費用 �381，254 �0 �0 �381，254 

経常外費用　計 �381，254 �0 �0 �381，254 

当期経常外増減額 �△　　　　381，254 �0 �0 �△　　　　381，254 

他会計振替額 �34，998，837 �△　　　2，036，384 �△　　32，962，453 �0 

税引前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7，392，184 �2，036，384 �△　　　　170，821 �9，257，747 

法人税、住民税及び事業税 �0 �0 �70，000 �70，000 

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7，392，184 �2，036，384 �△　　　　240，821 �9，187，747 
一般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1，523，886，336 �807，371 �36，466，864 �1，561，160，571 

一般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1，531，278，520 �2，843，755 �36，226，043 �1，570，348，318 

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1，531，278，520 �2，843，755 �36，226，043 �1，570，348，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