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貸借対只弔表

公益財団法人　茨城国際親善厚生財団
平成27年3月31日現在　（単位：円） 

科　　　　目　　　　　　　∃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よ…≡ご】部〕弓 　l 　l 現金預金！ 　　L �　弓 21，634，942 �12，880，373 �8，754，569 

・園芸合計i ‘芸慧芸’（定期預金，i �21，634，94212，880，373 l 】 l 27，110，191日7・103・415 ��8，754，569 6，776 

基本財産合計 （その他固定資産） 電話加入権 �27，110，191 2‾29，000 �27，103，415 229，000 �6，776 0 

その他無形固定資産（〃けエア） �448，875 �598，500 �△　　　　149，625 

その他投資（出資金） �50，000 �50，000 �0 

その他固定資産合計 �727，875 �877，500 �△　　　　149，625 

固　定資産合計 �27，838，066 �・27，980，915 �△　　　　142，849 

資　産　合　計 �49，473，008 �40，861，288 �8，611，720 

〔負債の部〕 【流動負債】 未払金 �3，600，000 �0 �3，600，000 

前　　　受　　　金 �176，470 �0 �176，470 

流動負債合計 �3，776，470 �0 �3，776，470 

負　債　合　計 �3，776，470 �0 �3，776，470 

〔正味財産の部〕 【一般正味財産】 その他一般正味財産 �45，696，538 �40，861，288 �4，835，250 

一般正味財産合計 �45，696，538 �40，861，288 �4，835，250 

（うち基本財産への充当額） �（　27，110，191） l �（　　　27，103，415） �（　　　　　　6，776） 

正味財産合計 �45，696，538 �40，861，288　　　　　　　4，835．250 

負債及び正味財産合計 �49，473，008 �40，861・288i　8・611・720 



収支計算書

自　平成26年4月1日　至　平成27年3月31日　　（単位：円）

公益財団法人　茨城国際親善厚生財団

科　　　　目 �前期決算額 �決　算　額 �増　減 �備　考 

〔事業活動収支の部〕 〔事業活動収入〕 【寄付金収入】 寄付金収入 【芸若手－∴息】収入1 �i 1 10，289，000F �18，953，744 �8，664，7441 � 

1，058　岳 �3，104 �2，046 

配　当　金　収　入 �　2 0 �1，592 �1，592 

事業活動収入計 �10，290，058 �18，958，440 �8，668，382 � 

〔事業活動支出〕 【事業費支出】 広告宣伝費支出 �0 �22，680 �22，680 �I l 

接待交際費支出　■ �77，580 �702，240 �624，660 

旅費交通費支出 �1，298，015 �1，853，078 �555，063 

通信運搬費支出 �2，735，570 �573，740 �△　　2，161，830 

消耗　品　費文一出 �44，621 �59，331 �14，710 

修　繕　費　支　出 �472，761 �106，666 �△　　　366，095 

滞　在　費　支　出 �329，821 �5，833，228 �5，503，407 

保　険　料　支　出 �130，540 �263，050 �132，510 

諸　謝　金　支　出 �20，000 �30，000 �10，000 

租税公課支　出 �5，950 �6，650 �700 

会　議　費　支　出 �71，498 �19，380 �△　　　　52，118 

委　託　費　支　出 �0 �626，400 �626，400 

雑支出 【管理費支出】 会議費支出 �112，373 �117，996 �5，623 

3，540 �47，230 �43，690 

消　耗　品　費支　出 �191，770 �106，738 �△　　　　85，032 

租税公課支出 �3，150 �1，700 �△　　　　1，450 

雑　　　支　　　出 �86，915 �10，234 �△　　　　76，681 

その他管理費支出（業務協力費） �0 �3，600，000 �3，600，000 

事業活動支出計 �5，584，104 �13，980，341 �8，396，237 � 

事業活動収支差額 �4，705，954 �4，978，099 �272，145 �】 】 

〔投資活動収支の部〕 〔投資活動支出〕 【固定資産取得支出】 その他固定資産購入支出 �l 】 　630，000 �l 　0 �△　　　630，000 � 

投資活動支出計 �630，000 �0 �△　　　630，000 � 

投資活動収支差額 �△　　　630，000 �0 �630，000 � 

当　期　収支差額 �4，075，954 �4，978，099 �1　　　902，145 � 

前期繰越収支差額 �8，804，419 �弓　12，880，373 �4，075，954 � 

次期繰越収支差額 �12，880，373 �17，858，472 �4，978，099 � 



二正三味財産土胃液計算書

公益財団法人　茨城国際親善厚生財団
自　平成26年4月1日　至　平成27年3月31日　　（単位：円）

科　　　　目 �当　年　度 �前　年　度 �増　　減 

卜般正味財産増減の部〕j …器蓋ミ1 基本財産受取利息【 【受取寄付金】蔓 �！ 勇 6，7761 �3，415 �3，361 8，664，744 

受　取　寄　付　金 �18，953，744‡ 　1 　l �10，289，000 

【雑収益】 受取利息 l l 3，104■ �1，058 �2，046 

配　　　当　　　金 �1，592】 �0 �1，592 

経　常　収　益　計 �18，965，216‡ 　　l �10．293，473 �8，671，743 

〔経常費用〕 【事業費】 広告宣伝費 �　岳 22，680 �0 �22，680 

接　待　交　際　費 �702，240 �77，580 �624，660 

旅　費　交　通　費 �1，853，078 �1，298，015 �555，063 

通　信　運　搬　費 �573，740 �2，735，570 �△　　　　2，161，830 

消　耗　品　費 �59，331 �44，621 �14，710 

修　　　繕　　　費 �106，666 �472，761 �△　　　　　366，095 

滞　　　在　　　費 �5，833，228 �329，821 �5，503，407 

保　　　険　　　料 �263，050 �130，540 �132，510 

諸　　　謝　　　金 �30，000 �20，000 �10，000 

租　税　公　課 �6，650 �5，950 �700 

会　　　議　　　費　　　　　　　　　　　　　　　19，380 ��71，498 �△　　　　　52，118 

委　　　託　　　費 �626，400 �0 �626，400 

雑　　　　　　　費　　　　　　　　　　　　　　　117，996 ��112，373 �5，623 

【管理費】 会　議　費 �47，230 �3，540 �43，690 

減　価　償　却　費 �149，625 �31，500 �118，125 

消　耗　品　費 �！　　106，738 l �191，770 �△　　　　　85，032 

租　税　公　課 �1，700 �3，150 �△　　　　　1，450 

雑　　　　　　　費 �10，234 �86，915 �△　　　　　76，681 

その他管理費（業務協力費） �3，600，000 �0 �3，600，000 

経　常　費　用　計 �14，129，966 �5，615，604 �8，514，362 

評価損益等調整前当期経常増減額 �4，835，250 �4，677，869 �157，381 

当期経常増減額 �4，835，250 �4，677，869 �157，381 

税引前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4，835，250 �4，677，869 �157，381 

当期一般正味財産増減額 �4，835，250 �4，677，869 �157，381 

一般正味財産期首残高 �40，861，288 �36，183，419 �4，677，869 

一般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45，696，538 �40，861，288 �4，835，250 

正味財産期末残高 �45，696，538要　　　40，861，288 ��4，835，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