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Ⅰ　一般正味財産増減の部

　１　経常増減の部

　　⑴　経常収益

　　　①　基本財産運用益 1,400,000 �1,400,000 �0

　　　　　出資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220，000 �1，220，000 �0

　　　　　繰入基本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８0，000 �1８0，000 �0

　　　②　特定資産運用益 56,512,617 �56,189,525 �323,092

　　　　　退職給付引当資産受取利息 1，442 �2，533 �△�1，091

　　　　　貸倒引当資産受取利息 41 �2６0 �△�219

　　　　　育成基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1，227，4８1 �10，８15，８54 �411，６27

　　　　　育成基金引当定期預金受取利息 0 �4，9８６ �△�4，9８６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507，８34 �5８６，８04 �△�7８，970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定期預金受取利息 3，149 �６，41８ �△�3，2６9

　　　　　農業遺産継承ファンド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44，772，６70 �44，772，６70 �0

　　　③　その他固定資産運用益 772,000 �772,000 �0

　　　　　投資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772，000 �772，000 �0

　　　④　事業収益 523,859,438 �444,686,859 �79,172,579

　　　　　農地中間管理事業賃貸料収入 192，2６9，704 �174，052，532 �1８，217，172

　　　　　売買支援事業用地売渡収入 127，495，000 �9８，117，６00 �29，377，400

　　　　　担い手支援農地保有合理化事業賃貸料収入 7，６0６，9６1 �9，294，21６ �△�1，６８7，255

　　　　　手数料収入 3，523，450 �2，21８，17６ �1，305，274

　　　　　リース料収入 ８7，2６８，14８ �８2，5８1，04８ �4，６８7，100

　　　　　固定資産税負担収入 10，7６9，0６６ �12，149，８34 �△�1，3８0，7６８

　　　　　借入金利息負担収入 1，６41，7８0 �1，4８7，775 �154，005

　　　　　工事雑費負担金収入 53，200 �53，200 �0

　　　　　事務費負担金収入 ６６0，000 �６00，000 �６0，000

　　　　　物販収入 30，043，395 �21，4６5，3８3 �８，57８，012

　　　　　飲食収入 19，93６，540 �13，131，８20 �６，８04，720

　　　　　施設使用料収入 41，03８，６14 �2８，137，175 �12，901，439

　　　　　研修館使用料収入 44６，150 �304，400 �141，750

　　　　　講座受講料収入 1，107，430 �1，093，700 �13，730

　　　⑤　受取補助金等 331,818,621 �441,965,085 �△�110,146,464

　　　　　農地中間管理事業補助金 129，3６3，923 �135，7８８，3６5 �△�６，424，442

　　　　　売買支援事業業務費補助金 1６，9６7，000 �17，1６1，000 �△�194，000

　　　　　農業生産基盤強化推進事業費補助金 9，4８0，000 �9，4８0，000 �0

　　　　　草地畜産基盤整備事業費補助金 22，2６4，000 �73，977，000 �△�51，713，000

　　　　　新規就農者確保体制整備事業費補助金 ８，６93，11６ �８，６93，11６ �0

正 味 財 産 増 減 計 算 書
令和３年４月１日から令和４年３月31日まで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新規就農促進事業費補助金 5，８40，97６ �5，375，7６5 �4６5，211

　　　　　研修体制整備促進事業費補助金 ６00，000 �30，６６4，759 �△�30，0６4，759

　　　　　豊の国農業人材育成基金事業助成金 2，000，000 �2，000，000 �0

　　　　　農業次世代人材投資事業費補助金 10８，933，８50 �94，290，000 �14，６43，８50

　　　　　就職氷河期世代の新規就農促進事業費補助金 17，975，000 �57，220，000 �△�39，245，000

　　　　　新規就農相談事業費補助金 0 �515，290 �△�515，290

　　　　　入植者負担軽減対策費補助金 4，750，75６ �６，799，790 �△�2，049，034

　　　　　二酸化炭素排出抑制対策事業費等補助金 4，950，000 �0 �4，950，000

　　　⑥　受取受託料 137,994,100 �150,059,155 �△�12,065,055

　　　　　公庫資金活用推進事業受託料 0 �5６，155 �△�5６，155

　　　　　大規模園芸団地育成調査業務受託料 ８00，000 �８00，000 �0

　　　　　大分農業文化公園管理運営受託料 113，07８，000 �125，927，000 �△�12，８49，000

　　　　　大分県都市農村交流研修館管理受託料 22，724，000 �22，17６，000 �54８，000

　　　　　大分農業文化公園サービス改善提案事業受託料 ８92，100 �1，100，000 �△�207，900

　　　　　別府大学棚田管理受託料 300，000 �0 �300，000

　　　　　全国育樹祭クイズラリー運営業務受託料 200，000 �0 �200，000

　　　⑦　雑収益 1,675,563 �1,357,913 �317,650

　　　　　出資金配当金 1，400 �1，400 �0

　　　　　受取利息 2，3６2 �2，025 �337

　　　　　雑収入 1，６71，８01 �1，354，4８８ �317，313

　　　経常収益計 1,054,032,339 �1,096,430,537 �△�42,398,198

　　⑵　経常費用

　　　①　事業費 1,188,847,596 �1,214,850,292 �△�26,002,696

　　　　　借受農地賃借料 193，754，８57 �175，352，101 �1８，402，75６

　　　　　用地売渡原価 12６，234，８39 �97，147，97６ �29，0８６，８６3

　　　　　年払賃貸料原価 2，６10，６８2 �3，８57，512 �△�1，24６，８30

　　　　　前払賃貸料原価 4，737，703 �5，17８，12８ �△�440，425

　　　　　工事費 20，12８，020 �６1，2８1，000 �△�41，152，9８0

　　　　　物品仕入高 21，5６1，６4６ �15，442，747 �６，11８，８99

　　　　　飲食仕入高 9，104，15６ �5，８02，322 �3，301，８34

　　　　　役員報酬 4，444，６８６ �4，342，６８0 �102，00６

　　　　　職員給与 ６６，８13，410 �６5，497，６32 �1，315，77８

　　　　　嘱託報酬 ６2，８45，200 �６5，201，120 �△�2，355，920

　　　　　臨時雇賃金 3６，320，920 �29，7８2，030 �６，53８，８90

　　　　　法定福利費 23，922，６41 �23，5８2，5８4 �340，057

　　　　　福利厚生費 501，410 �325，574 �175，８3６

　　　　　退職給付費用 1，431，244 �1，340，0８5 �91，159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賞与引当金繰入額 7，８2６，531 �9，８49，350 �△�2，022，８19

　　　　　貸倒引当金繰入額 413，9８5 �791，721 �△�377，73６

　　　　　減価償却費 232，８34，221 �217，012，352 �15，８21，８６9

　　　　　会議費 ８72，６50 �８02，53６ �70，114

　　　　　旅費交通費 2，33６，６27 �2，179，3６7 �157，2６0

　　　　　通信運搬費 3，６9６，739 �3，534，527 �1６2，212

　　　　　印刷製本費 232，045 �797，390 �△�5６5，345

　　　　　消耗品費 1８，８31，992 �22，６99，８12 �△�3，８６7，８20

　　　　　修繕費 12，６49，722 �10，79６，099 �1，８53，６23

　　　　　交際費 0 �3，６６0 �△�3，６６0

　　　　　燃料費 3，６24，327 �2，91６，911 �707，41６

　　　　　光熱水道費 14，700，592 �14，８91，720 �△�191，12８

　　　　　賃借料 25，924，397 �21，19８，279 �4，72６，11８

　　　　　広宣費 ６，0８5，522 �10，053，８６0 �△�3，9６８，33８

　　　　　支払利息 12，６40，177 �12，715，034 �△�74，８57

　　　　　支払手数料 ６，411，17８ �5，2６4，545 �1，14６，６33

　　　　　負担金 3，６32，30６ �3，5６3，10６ �６9，200

　　　　　保険料 ８６5，0８0 �550，140 �314，940

　　　　　租税公課 31，317，８70 �30，11８，920 �1，19８，950

　　　　　委託費 ８2，141，８６4 �８3，927，743 �△�1，7８5，８79

　　　　　諸謝金 725，６20 �８95，115 �△�1６9，495

　　　　　助成金 30，1８2，727 �６4，953，2６1 �△�34，770，534

　　　　　交付金 11６，375，000 �141，125，000 �△�24，750，000

　　　　　雑費 114，410 �75，323 �39，0８7

　　　　　雑損失 ６00 �1，030 �△�430

　　　②　管理費 3,875,221 �3,542,643 �332,578

　　　　　役員報酬 493，８54 �4８2，520 �11，334

　　　　　職員給与 272，7８８ �2６7，497 �5，291

　　　　　嘱託報酬 19６，492 �20８，６８3 �△�12，191

　　　　　法定福利費 492，344 �110，６7８ �3８1，６６６

　　　　　福利厚生費 5，029 �19，3８2 �△�14，353

　　　　　退職給付費用 27，9８7 �1８，412 �9，575

　　　　　賞与引当金繰入額 35，935 �39，８54 �△�3，919

　　　　　会議費 52，140 �37，273 �14，８６7

　　　　　旅費交通費 44，5６0 �91，190 �△�4６，６30

　　　　　通信運搬費 ８4，８94 �7８，８17 �６，077

　　　　　印刷製本費 273，900 �440，000 �△�1６６，100

　　　　　消耗品費 329，８11 �350，８05 �△�20，994

　　　　　修繕費 1，100 �0 �1，100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光熱水道費 139，312 �129，８８2 �9，430

　　　　　賃借料 3８６，910 �435，６52 �△�4８，742

　　　　　支払手数料 ６92，220 �６97，412 �△�5，192

　　　　　負担金 1６4，5８9 �114，８６9 �49，720

　　　　　委託費 172，43６ �3，８0６ �1６８，６30

　　　　　雑費 ８，920 �15，911 �△�６，991

　　　　経常費用計 1,192,722,817 �1,218,392,935 �△�25,670,118

　　　　　当期経常増減額 △�138,690,478 �△�121,962,398 �△�16,728,080

　２　経常外増減の部

　　⑴　経常外収益

　　　①　受取補助金 36,180,500 �159,748,000 �△�123,567,500

　　　　　活力あふれる園芸産地整備事業費補助金 31，012，000 �159，74８，000 �△�12８，73６，000

　　　　　大規模リース団地整備緊急支援事業費補助金 5，1６８，500 �0 �5，1６８，500

　　　②　引当金戻入額 19,000 �1,950,985 �△�1,931,985

　　　　　貸倒引当金戻入額 19，000 �1，950，9８5 �△�1，931，9８5

　　　③　指定正味財産からの振替額 158,194,250 �32,015,500 �126,178,750

　　　　　指定正味財産からの振替額 15８，194，250 �32，015，500 �12６，17８，750

　　　　経常外収益計 194,393,750 �193,714,485 �679,265

　　⑵　経常外費用

　　　①　用地評価損 0 �89,400 �△�89,400

　　　　　担い手支援農地保有合理化事業用地評価損 0 �８9，400 �△�８9，400

　　　②　指定正味財産への振替額 25,000,000 �50,699,850 �△�25,699,850

　　　　　指定正味財産への振替額 25，000，000 �50，６99，８50 �△�25，６99，８50

　　　　経常外費用計 25,000,000 �50,789,250 �△�25,789,250

　　　　　当期経常外増減額 169,393,750 �142,925,235 �26,468,515

　　　　　税引前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30,703,272 �20,962,837 �9,740,435

　　　　　法人税、住民税及び事業税 ６93，300 �5８3，900 �109，400

　　　　　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30,009,972 �20,378,937 �9,631,035

　　　　　一般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1,644,365,512 �1,623,986,575 �20,378,937

　　　　　一般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1,674,375,484 �1,644,365,512 �30,009,972

Ⅱ　指定正味財産増減の部

　　　①　基本財産運用益 1,400,000 �1,400,000 �0

　　　　　出資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220，000 �1，220，000 �0

　　　　　繰入基本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８0，000 �1８0，000 �0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②　特定資産運用益 11,738,464 �11,414,062 �324,402

　　　　　育成基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1，227，4８1 �10，８15，８54 �411，６27

　　　　　育成基金引当定期預金受取利息 0 �4，9８６ �△�4，9８６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507，８34 �5８６，８04 �△�7８，970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定期預金受取利息 3，149 �６，41８ �△�3，2６9

　　　③　一般正味財産からの振替額 25,000,000 �50,699,850 �△�25,699,850

　　　　　一般正味財産からの振替額 25，000，000 �50，６99，８50 �△�25，６99，８50

　　　④　一般正味財産への振替額 △�176,501,214 �△�44,829,562 �△�131,671,652

　　　　　一般正味財産への振替額 △�17６，501，214 �△�44，８29，5６2 �△�131，６71，６52

　　　　　当期指定正味財産増減額 △�138,362,750 �18,684,350 �△�157,047,100

　　　　　指定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1,008,414,674 �989,730,324 �18,684,350

　　　　　指定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870,051,924 �1,008,414,674 �△�138,362,750

Ⅲ　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2,544,427,408 �2,652,780,186 �△�108,352,778



令和３年４月１日から令和４年３月31日まで

正味財産増減計算書内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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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振興事業 公園等事業

Ⅰ　一般正味財産増減の部
　１　経常増減の部
　　⑴　経常収益
　　　①　基本財産運用益 1,400,000� 1,400,000�

出資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220，000� 1，220，000�
繰入基本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８0，000� 1８0，000�

　　　②　特定資産運用益 56,511,175� 144 1,298� 56,512,617�

退職給付引当資産受取利息 144 1，29８� 1，442�
貸倒引当資産受取利息 41� 41�
育成基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1，227，4８1� 11，227，4８1�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507，８34� 507，８34�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定期預金受取利息 3，149� 3，149�
農業遺産継承ﾌｧﾝﾄﾞ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44，772，６70� 44，772，６70�

　　　③　その他固定資産運用益 772,000� 772,000�

投資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772，000� 772，000�
　　　④　事業収益 429,872,119� 93,987,319 523,859,438�

農地中間管理事業賃貸料収入 192，2６9，704� 192，2６9，704�
売買支援事業用地売渡収入 127，495，000� 127，495，000�
担い手支援農地保有合理化事業賃貸料収入 7，６0６，9６1� 7，６0６，9６1�
手数料収入 2，10８，2６0� 1，415，190 3，523，450�
リース料収入 ８7，2６８，14８� ８7，2６８，14８�
固定資産税負担収入 10，7６9，0６６� 10，7６9，0６６�
借入金利息負担収入 1，６41，7８0� 1，６41，7８0�
工事雑費負担金収入 53，200� 53，200�
事務費負担金収入 ６６0，000� ６６0，000�
物販収入 30，043，395� 30，043，395�
飲食収入 19，93６，540� 19，93６，540�
施設使用料収入 41，03８，６14� 41，03８，６14�
研修館使用料収入 44６，150� 44６，150�
講座受講料収入 1，107，430� 1，107，430�

　　　⑤　受取補助金等 326,868,621� 4,950,000� 331,818,621�

農地中間管理事業補助金 129，3６3，923� 129，3６3，923�
売買支援事業業務費補助金 1６，9６7，000� 1６，9６7，000�
農業生産基盤強化推進事業費補助金 9，4８0，000� 9，4８0，000�
草地畜産基盤整備事業費補助金 22，2６4，000� 22，2６4，000�
新規就農者確保体制整備事業費補助金 ８，６93，11６� ８，６93，11６�
新規就農促進事業費補助金 5，８40，97６� 5，８40，97６�
研修体制整備促進事業費補助金 ６00，000� ６00，000�
豊の国農業人材育成基金事業助成金 2，0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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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振興事業 公園等事業

農業次世代人材投資事業費補助金 10８，933，８50 10８，933，８50�
就職氷河期世代の新規就農促進事業費補助金 17，975，000 17，975，000�
入植者負担軽減対策費補助金 4，750，75６ 4，750，75６�
二酸化炭素排出抑制対策事業費等補助金 4，950，000� 4，950，000�

　　　⑥　受取受託料 800,000� 137,194,100� 137,994,100�

大規模園芸団地育成調査業務受託料 ８00，000� ８00，000�
大分農業文化公園管理運営受託料 113，07８，000� 113，07８，000�
大分県都市農村交流研修館管理受託料 22，724，000� 22，724，000�
大分農業文化公園サービス改善提案事業受託料 ８92，100� ８92，100�
別府大学棚田管理受託料 300，000� 300，000�
全国育樹祭クイズラリー運営業務受託料 200，000� 200，000�

　　　⑦　雑収益 101,750� 1,573,289� 524� 1,675,563�

出資金配当金 1，400� 1，400�
受取利息 1，204� ６34� 524� 2，3６2�
雑収入 99，14６� 1，572，６55� 1，６71，８01

　　　経常収益計 814,153,665 �237,704,852 �2,173,822 �1,054,032,339

　　⑵　経常費用
　　　①　事業費 958,151,175� 230,696,421� 1,188,847,596�

借受農地賃借料 193，754，８57� 193，754，８57�
用地売渡原価 12６，234，８39� 12６，234，８39�
年払賃貸料原価 2，６10，６８2� 2，６10，６８2�
前払賃貸料原価 4，737，703� 4，737，703�
工事費 20，12８，020 20，12８，020�
物品仕入高 21，5６1，６4６� 21，5６1，６4６�
飲食仕入高 9，104，15６� 9，104，15６�
役員報酬 3，210，051� 1，234，６35� 4，444，６８６�
職員給与 25，６92，972� 41，120，43８� ６６，８13，410�
嘱託報酬 53，８1８，544� 9，02６，６5６� ６2，８45，200�
臨時雇賃金 3６，320，920� 3６，320，920�
法定福利費 14，８６0，135� 9，0６2，50６� 23，922，６41�
福利厚生費 1８4，111� 317，299� 501，410�
退職給付費用 ８42，157� 5８9，0８7� 1，431，244�
賞与引当金繰入額 4，7６5，510� 3，0６1，021� 7，８2６，531�
貸倒引当金繰入額 413，9８5� 413，9８5�
減価償却費 232，321，977� 512，244� 232，８34，221�
会議費 ８71，６50� 1，000� ８72，６50�
旅費交通費 2，00６，120� 330，507� 2，33６，６27�
通信運搬費 2，455，６4８� 1，241，091� 3，６9６，739�
印刷製本費 232，045� 232，045�
消耗品費 4，011，22６� 14，８20，7６６� 1８，８3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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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振興事業 公園等事業

修繕費 19，050� 12，６30，６72� 12，６49，722�
燃料費 1，712，439� 1，911，８８８� 3，６24，327�
光熱水道費 922，337� 13，77８，255� 14，700，592�
賃借料 1６，６８3，7６9� 9，240，６2８� 25，924，397�
広宣費 3，８74，200� 2，211，322 ６，0８5，522�
支払利息 12，６40，177� 12，６40，177�
支払手数料 5，941，８29� 4６9，349� ６，411，17８�
負担金 ６99，30６� 2，933，000� 3，６32，30６�
保険料 ６，42６ ８5８，６54� ８６5，0８0�
租税公課 20，29８，570 �11，019，300 �31，317，８70�
委託費 55，3８5，493 �2６，75６，371 �８2，141，８６4�
諸謝金 257，６20 �4６８，000 �725，６20�
助成金 30，1８2，727 �30，1８2，727�
交付金 11６，375，000 �11６，375，000�
雑費 114，410 �114，410�
雑損失 ６00 �６00�

　　　②　管理費 3,875,221� 3,875,221�

役員報酬 493，８54� 493，８54�
職員給与 272，7８８ �272，7８８�
嘱託報酬 19６，492 �19６，492�
法定福利費 492，344 �492，344�
福利厚生費 5，029 �5，029�
退職給付費用 27，9８7 �27，9８7�
賞与引当金繰入額 35，935 �35，935�
会議費 52，140 �52，140�
旅費交通費 44，5６0 �44，5６0�
通信運搬費 ８4，８94 �８4，８94�
印刷製本費 273，900 �273，900�
消耗品費 329，８11 �329，８11�
修繕費 1，100 �1，100�
光熱水道費 139，312 �139，312�
賃借料 3８６，910 �3８６，910�
支払手数料 ６92，220 �６92，220�
負担金 1６4，5８9 �1６4，5８9�
委託費 172，43６ �172，43６�
雑費 ８，920 �８，920�

　　　経常費用計 958,151,175 �230,696,421 �3,875,221 �1,192,722,817�

当期経常増減額 △�143,997,510 �7,008,431 �△�1,701,399 �△�138,690,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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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振興事業 公園等事業

　２　経常外増減の部
　　⑴　経常外収益
　　　①　受取補助金 36,180,500 �36,180,500�

活力あふれる園芸産地整備事業費補助金 31，012，000 �31，012，000�
大規模リース団地整備緊急支援事業費補助金 5，1６８，500 �5，1６８，500�

　　　②　引当金戻入額 19,000 �19,000�

貸倒引当金戻入額 19，000 �19，000�
　　　③　指定正味財産からの振替額 158,194,250 �158,194,250�

指定正味財産からの振替額 15８，194，250 �15８，194，250�
　　　経常外収益計 194,393,750 �0 �0 �194,393,750�

　　⑵　経常外費用
　　　①　指定正味財産への振替額 25,000,000 �25,000,000�

指定正味財産への振替額 25，000，000 �25，000，000�
　　　経常外費用計 25,000,000 �0 �0 �25,000,000�

当期経常外増減額 169,393,750 �0 �0 �169,393,750

税引前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25,396,240 �7,008,431 �△�1,701,399 �30,703,272�

法人税、住民税及び事業税 0 �６93，300 �0 �６93，300�
他会計振替前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25，39６，240 �６，315，131 �△�1，701，399 �30，009，972�
他会計振替額 2，7８1，571 �△�６，315，131 �3，533，5６0 �0
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28,177,811 �0 �1,832,161 �30,009,972�

一般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1,525,611,450 �0 �118,754,062 �1,644,365,512�

一般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1,553,789,261 �0 �120,586,223 �1,674,375,484�

Ⅱ　指定正味財産増減の部
　①　基本財産運用益 1,400,000� 1,400,000�

出資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220，000� 1，220，000�
繰入基本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８0，000� 1８0，000�

　②　特定資産運用益 11,738,464� 11,738,464�

育成基金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11，227，4８1� 11，227，4８1�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有価証券受取利息 507，８34� 507，８34�
大規模リース事業引当定期預金受取利息 3，149� 3，149�

　③　一般正味財産からの振替額 25,000,000� 25,000,000�

一般正味財産からの振替額 25，000，000� 25，000，000�
④　一般正味財産への振替額 △�175,101,214� △�1,400,000� △�176,501,214�

一般正味財産への振替額 △�175，101，214� △�1，400，000� △�17６，501，214�

当期指定正味財産増減額 △�138,362,750 �0 0 △�138,362,750�

指定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938,414,674 �0 �70,000,000 �1,008,414,674�

指定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800,051,924 �0 �70,000,000 �870,05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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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振興事業 公園等事業

Ⅲ　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2,353,841,185 �0 �190,586,223 �2,544,427,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