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Ⅱ　令 和 ３ 年 度 財 務 諸 表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Ⅰ　資産の部
　１　流動資産
　　　　　現金預金 29８，８72，949 2８3，9６６，53６ 14，90６，413
　　　　　中間管理事業未収金 1６4，3６６ 357，457 △�193，091
　　　　　合理化事業未収金 13，1８８，113 15，097，413 △�1，909，300
　　　　　貸倒引当金 △�2，1６0，６91 △�2，179，６91 19，000
　　　　　その他の未収金 20，52６，６６６ 11，73６，505 ８，790，1６1
　　　　　貸倒引当金 △�240，000 △�240，000 0
　　　　　１年内回収予定前払賃借料 3，90８，917 4，737，703 △�８2８，7８６
　　　　　１年内回収予定売買支援事業貸付金 10，000，000 14，3６0，000 △�4，3６0，000
　　　　　１年内回収予定就農支援資金貸付金 ６，592，400 ８，519，８８5 △�1，927，4８5
　　　　　合理化事業用地 ８，4８5，400 ８，4８5，400 0
　　　　　売買支援事業用地 59，８６1，750 57，00８，095 2，８53，６55
　　　　　前払費用 10６，3６9 17８，7６5 △�72，39６
　　　　　立替金 24６，092 527，37６ △�2８1，2８4
　　　　　売掛金 4，200 0 4，200
　　　　　商品 2，255，173 1，６91，23８ 5６3，935
　　　　　貯蔵品 ６６，04８ ６６，04８ 0
　　　　流動資産合計 421，８77，752 404，312，730 17，5６5，022
　２　固定資産
　　⑴　基本財産
　　　　　出資金引当有価証券 ６1，000，000 ６1，000，000 0
　　　　　繰入基本金引当有価証券 9，000，000 9，000，000 0
　　　　基本財産合計 70，000，000 70，000，000 0
　　⑵　特定資産
　　　　　育成基金引当定期預金 7，８30，357 0 7，８30，357
　　　　　育成基金引当有価証券 ６9８，0６7，0６7 ６74，144，211 23，922，８5６
　　　　　世界農業遺産次世代継承ファンド引当有価証券 5，99８，455，８11 5，997，８3８，141 ６17，６70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定期預金 1８2，６52，350 157，517，250 25，135，100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有価証券 102，023，334 100，0８0，240 1，943，094
　　　　　建物 3，17８，297，000 3，13６，94８，000 41，349，000
　　　　　建物減価償却累計額 △�1，６23，150，350 △�1，391，８８7，８05 △�231，2６2，545
　　　　　退職給付引当資産 21，８31，515 20，６74，959 1，15６，55６
　　　　　貸倒引当資産 ６，9８８，430 3，504，93８ 3，4８3，492
　　　　特定資産合計 ８，572，995，514 ８，６9８，８19，934 △�125，８24，420

貸 借 対 照 表
令和４年３月31日現在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⑶　その他固定資産
　　　　　前払賃借料 1，403，６00 �5，312，517 �△�3，90８，917
　　　　　売買支援事業貸付金 9，200，000 �19，200，000 �△�10，000，000
　　　　　就農支援資金貸付金 31，６2８，８70 �39，６4６，7８5 �△�８，017，915
　　　　　貸倒引当金 △�9，03６，4８5 �△�８，６22，500 �△�413，9８5
　　　　　出資金 100，000 �100，000 �0
　　　　　車両運搬具 39６，000 �39６，000 �0
　　　　　車両運搬具減価償却累計額 △�395，999 �△�395，999 �0
　　　　　什器備品 1，2８9，413 �1，2８9，413 �0
　　　　　什器備品減価償却累計額 △�1，2８9，409 �△�1，2８9，409 �0
　　　　　リース資産 7，415，152 �10，８30，112 �△�3，414，9６0
　　　　　リース資産減価償却累計額 △�2，８11，８６８ �△�4，６55，152 �1，８43，2８4
　　　　　電話加入権 ６，000 �６，000 �0
　　　　　投資有価証券 90，000，000 �90，000，000 �0
　　　　その他固定資産合計 127，905，274 �151，８17，7６7 �△�23，912，493
　　　　固定資産合計 ８，770，900，7８８ �８，920，６37，701 �△�149，73６，913
　　　　資産合計 9，192，77８，540 �9，324，950，431 �△�132，171，８91

Ⅱ　負債の部
　１　流動負債
　　　　買掛金 2，54６，055 �1，953，49６ �592，559
　　　　その他の未払金 79，9８3，449 �６4，2６８，725 �15，714，724
　　　　預り金 170，102，15８ �15６，495，402 �13，６0６，75６
　　　　短期借入金 1，500，000，000 �1，500，000，000 �0
　　　　１年内返済予定合理化事業長期借入金 3，9６7，493 �4，79６，279 �△�８2８，7８６
　　　　１年内返済予定売買支援事業長期借入金 10，210，2８0 �51，434，945 �△�41，224，６６5
　　　　１年内返済予定就農支援資金長期借入金 12，33６，000 �13，６99，000 �△�1，3６3，000
　　　　１年内返済予定大規模リース団地整備支援対策事業長期借入金 2６，924，８42 �2６，555，６59 �3６9，1８3
　　　　賞与引当金 7，８６2，4６６ �9，８８9，204 �△�2，02６，73８
　　　流動負債合計 1，８13，932，743 �1，８29，092，710 �△�15，159，9６7
　２　固定負債
　　　　合理化事業長期借入金 3，3８６，８1６ �7，354，309 �△�3，9６7，493
　　　　売買支援事業長期借入金 ６８，８51，470 �39，133，150 �29，71８，320
　　　　就農支援資金長期借入金 ６1，0６1，000 �73，397，000 �△�12，33６，000
　　　　大規模リース団地整備支援対策事業長期借入金 172，443，45８ �194，199，８00 �△�21，75６，342
　　　　就農支援資金貸付金利息預り金 525，410 �525，033 �377
　　　　就農支援資金貸付金違約金預り金 1，715，43６ �1，６1８，324 �97，112
　　　　世界農業遺産継承事業長期借入金 4，500，000，000 �4，500，000，000 �0
　　　　退職給付引当金 21，８31，515 �20，６74，959 �1，15６，55６
　　　　リース債務 4，６03，2８4 �６，174，9６0 �△�1，571，６7６
　　　固定負債合計 4，８34，41８，3８9 �4，８43，077，535 �△�８，６59，14６
　　　負債合計 ６，６4８，351，132 �６，６72，170，245 �△�23，８19，113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Ⅲ　正味財産の部
　１　指定正味財産
　　　　出資金等 70，000，000 �70，000，000 �0
　　　　豊の国農業人材育成基金等 705，８97，424 �６55，８97，424 �50，000，000
　　　　大規模ﾘｰｽ団地整備緊急支援事業費補助金 94，154，500 �2６3，８32，900 �△�1６9，６7８，400
　　　指定正味財産合計 ８70，051，924 �1，00８，414，６74 �△�13８，3６2，750
　　　（うち基本財産への充当額） （70，000，000） �（70，000，000） �0
　　　（うち特定資産への充当額） （８00，051，924） �（931，６６1，4６1） �△�131，６09，537
　２　一般正味財産 1，６74，375，4８4 �1，６44，3６5，512 �30，009，972
　　　（うち基本財産への充当額） �（0） �（0） �0
　　　（うち特定資産への充当額） （1，54６，299，534） �（1，524，304，73６） �21，994，79８
　　　正味財産合計 2，544，427，40８ �2，６52，7８0，1８６ �△�10８，352，77８
　　　負債及び正味財産合計 9，192，77８，540 �9，324，950，431 �△�132，171，８91



（単位：円）

科　　　　　目 公益目的事業会計 収益事業等会計 法人会計 内部取引消去 合 計

Ⅰ　資産の部

　１　流動資産

　　　　現金預金 240，4８3，4８3 �34，６75，532 �23，713，934 �29８，８72，949

　　　　中間管理事業未収金 1６4，3６６ �1６4，3６６

　　　　合理化事業未収金 13，1８８，113 �13，1８８，113

　　　　貸倒引当金 △�2，1６0，６91 �△�2，1６0，６91

　　　　その他の未収金 33，91８，６15 �1，00６，999 �６9，254，742 �△�８3，６53，６90 �20，52６，６６６

　　　　貸倒引当金 △�240，000 �△�240，000

　　　　１年内回収予定前払賃借料 3，90８，917 �3，90８，917

　　　　１年内回収予定売買支援事業貸付金 10，000，000 �10，000，000

　　　　１年内回収予定就農支援資金貸付金 ６，592，400 �６，592，400

　　　　その他の貸付金 150，000，000 �△�150，000，000 �0

　　　　合理化事業用地 ８，4８5，400 �８，4８5，400

　　　　売買支援事業用地 59，８６1，750 �59，８６1，750

　　　　前払費用 10６，3６9 �10６，3６9

　　　　売掛金 �4，200 �4，200

　　　　立替金 �24６，092 �24６，092

　　　　商品 �2，255，173 �2，255，173

　　　　貯蔵品 �６６，04８ �６６，04８

　　　流動資産合計 524，30８，722 �3８，254，044 �92，9６８，６7６ �△�233，６53，６90 �421，８77，752

　２　固定資産

　　⑴　基本財産

　　　　　出資金引当有価証券 � � 61，000，000� � 61，000，000�

　　　　　繰入基本金引当有価証券 � � 9，000，000� � 9，000，000�

　　　　基本財産合計 0� 0� 70，000，000� 0� 70，000，000�

　　⑵　特定資産

　　　　　育成基金引当定期預金 7，８30，357 �7，８30，357

　　　　　育成基金引当有価証券 ６9８，0６7，0６7 �６9８，0６7，0６7

　　　　　世界農業遺産次世代継承ファンド引当有価証券 5，99８，455，８11 �5，99８，455，８11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定期預金 1８2，６52，350 �1８2，６52，350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有価証券 102，023，334 �102，023，334

　　　　　建物 3，17８，297，000 �3，17８，297，000

　　　　　建物減価償却累計額 △�1，６23，150，350 � � △�1，６23，150，350

　　　　　退職給付引当資産 �7，792，4６3 �14，039，052 �21，８31，515

　　　　　貸倒引当資産 ６，9８８，430 �６，9８８，430

　　　　特定資産合計 ８，551，1６3，999 �7，792，4６3 �14，039，052 �0 �８，572，995，514

貸 借 対 照 表 内 訳 表
令和４年３月31日現在



（単位：円）

科　　　　　目 公益目的事業会計 収益事業等会計 法人会計 内部取引消去 合 計
　　⑶　その他固定資産
　　　　　前払賃借料 1，403，６00 �1，403，６00
　　　　　売買支援事業貸付金 9，200，000 �9，200，000
　　　　　就農支援資金貸付金 31，６2８，８70 �31，６2８，８70
　　　　　貸倒引当金 △�9，03６，4８5 �△�9，03６，4８5
　　　　　出資金 100，000 �100，000
　　　　　車両運搬具 �39６，000 �39６，000
　　　　　車両運搬具減価償却累計額 �△�395，999 �△�395，999
　　　　　什器備品 �1，2８9，413 �1，2８9，413
　　　　　什器備品減価償却累計額 �△�1，2８9，409 �△�1，2８9，409
　　　　　リース資産 7，415，152 �7，415，152
　　　　　リース資産減価償却累計額 △�2，８11，８６８ �△�2，８11，８６８
　　　　　電話加入権 �６，000 �６，000
　　　　　投資有価証券 �90，000，000 �90，000，000
　　　　その他固定資産合計 37，８99，2６9 �5 �90，00６，000 �0� 127，905，274
　　　　固定資産合計 ８，5８9，0６3，2６８ �7，792，4６８� 174，045，052 �0� ８，770，900，7８８
　　　　資産合計 9，113，371，990 �4６，04６，512 �2６7，013，72８ �△�233，６53，６90� 9，192，77８，540

Ⅱ　負債の部
　１　流動負債
　　　　買掛金 �2，54６，055 �2，54６，055
　　　　その他の未払金 129，225，71８ �32，557，5８3 �1，８53，８3８ �△�８3，６53，６90 �79，9８3，449
　　　　預り金 1６9，514，0８８ �８9，390 �49８，６８0 �170，102，15８
　　　　その他の借入金 90，000，000 �６0，000，000 �△�150，000，000 �0
　　　　短期借入金 1，500，000，000 �1，500，000，000
　　　　１年内返済予定合理化事業長期借入金 3，9６7，493 �3，9６7，493
　　　　１年内返済予定売買支援事業長期借入金 10，210，2８0 �10，210，2８0
　　　　１年内返済予定就農支援資金長期借入金 12，33６，000 �12，33６，000
　　　　１年内返済予定大規模リース団地整備支援対策事業長期借入金 2６，924，８42� 2６，924，８42
　　　　賞与引当金 4，7６5，510 �3，0６1，021 �35，935 �7，８６2，4６６
　　　流動負債合計 1，94６，943，931 �3８，254，049 �６2，3８８，453 �△�233，６53，６90 �1，８13，932，743
　２　固定負債
　　　　合理化事業長期借入金 3，3８６，８1６ �3，3８６，８1６
　　　　売買支援事業長期借入金 ６８，８51，470 �６８，８51，470
　　　　就農支援資金長期借入金 ６1，0６1，000 �６1，0６1，000
　　　　大規模リース団地整備支援対策事業長期借入金 172，443，45８ �172，443，45８
　　　　就農支援資金貸付金利息預り金 525，410 �525，410
　　　　就農支援資金貸付金違約金預り金 1，715，43６ �1，715，43６
　　　　世界農業遺産継承事業長期借入金 4，500，000，000 �4，500，000，000
　　　　退職給付引当金 �7，792，4６3 �14，039，052 �21，８31，515
　　　　リース債務 4，６03，2８4 �4，６03，2８4
　　　固定負債合計 4，８12，5８６，８74 �7，792，4６3 �14，039，052 �0� 4，８34，41８，3８9
　　　負債合計 ６，759，530，８05 �4６，04６，512 �7６，427，505 �△�233，６53，６90 �６，６4８，351，132



（単位：円）

科　　　　　目 公益目的事業会計 収益事業等会計 法人会計 内部取引消去 合 計

Ⅲ　正味財産の部

　１　指定正味財産

　　　　出資金等 �70，000，000 �70，000，000

　　　　豊の国農業人材育成基金等 705，８97，424 �705，８97，424

　　　　大規模ﾘｰｽ団地整備緊急支援事業費補助金 94，154，500 �94，154，500

　　　指定正味財産合計 ８00，051，924 �0 �70，000，000 �８70，051，924

　　　（うち基本財産への充当額） �（0） �（0） �（70，000，000） �（70，000，000）

　　　（うち特定資産への充当額） �（８00，051，924） �（0） �（0） �（８00，051，924）

　２　一般正味財産 1，553，7８9，2６1 �0 �120，5８６，223 �1，６74，375，4８4

　　　（うち基本財産への充当額） �（0） �（0） �（0） �（0）

　　　（うち特定資産への充当額） �（1，54６，299，534） �（0） �（0） �（1，54６，299，534）

　　　正味財産合計 2，353，８41，1８5 �0 �190，5８６，223 �0 �2，544，427，40８

　　　負債及び正味財産合計 9，113，371，990 �4６，04６，512 �2６7，013，72８ �△�233，６53，６90 �9，192，77８，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