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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算定期間（平成31年度からの5年間）◆の概念図（資産維持率2．0％）
※金額は、別添資料により算定した予想額

1． � 

一水道水を作って、販売 するために必要な全て の費用を算定します。 �総費用 8，285，644千円 �＝ 07，200千円 

‾‾2． � 

1で算定した費用か �控　′ 

ら、料金収入以外の収 �除　∴　　　　　　控除後総費用 

人を充てることができ �収　　　　　　7，333，171千円 

る金額を控除します。 3． 控除後の総費用に、水 道事業の安定経営維持 のために必要な資産維 持費を加えます。 、4． 3で算定した費用が、 料金収入として回収す �入 

控除収入　952，473千円 

7慧評語∃　∴凋＋ 

資産維持費1，1 

総括原価 �� 

るべき額（総括原価） となります。 、5年間の水道料金収入 �8，440，371千円 

、二．，≒て憲：∧　　水道料金収入の総額－∴㌻＿、三烹∴ ��が可能な額 

や総額 �∴撒乙‾　　∴86盛洛57千円、－空き竜三 

5年間で引き下げ 

242，186千円 

算定期間（5年間）の水道料金収入の総額　　8，682，557千円 

5年間の総括原価　　　　　　　　　　　　　8，440，371千円 

差引　　　　　　　　　　　　　　　　　　　　　242，186千円 

（水道料金収入の総額の2．8％） 

1年あたり引き下げが可能な額　　　　　48，437千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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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給水件数の見込

（1）年度末給水件数実績　′ 「口径別給水栓数調書」「用途別給水栓数調書」より

（単位：件、％）

口　径 �H24 �H25 �H26 �H27 �H28 �H24対H28 増減数 �H24対H28 増減率 

13 �7，287 �7，198 �7，159 �7，116 �7，10S �A179 �△2．46 

20 �25，710 �26，038 �26，436 �26，871 �27，334 �1，624 �6．32 

25 �689 �685 �693 �6g5 �6g7 �△2 �△0．29 

30 �224 �227 �231 �230 �231 �7 �3．13 

40 �182 �183 �187 �192 �199 �17 �9．34 

50 �125 �127 �127 �127 �128 �3 �2．40 

75 �25 �25 �25 �26 �26 �l �4．00 

100 �4 �4 �4 �5 �5 �1 �25．00 

125 �1 �1 �1 �0 �0 �Al �AlOO．00 

150 �1 �l �1 �1 �1 �0 �0．00 

計 �34，248 �34，4g9 �34，864 �35，253 �35，719 �1，471 �4．30 

うち中止件数 �1，520 �2，028 �2，339 �2，750 �2，985 �1，465 �96．3g 

差引給水件数 �32，72g �32，461 �32，525 �32，503 �32，734 �6 �0．02 

（2）年度末給水人口、給水戸数実績から見る将来予測

項　　　目 �H24 �H25 �H26 �H27‾ �H28 �H29見込 

給水人口（人） �81，435 �81，276 �＆1，313 �81，307 �81，545 �81，345 

給水戸数（戸） �32，109 �32，218 �32，350 �32，206 �32，310 �32，259 

給水戸数伸び率 �－0．037％ �0．339％ �0．410％ �－0．445％ �0．323％ �－0．15£％ 

（3）基礎となる件数の算定
中止中の基本料金は徴収していないため、料金算定件数から除外します。

平成28年度実績のうら、開栓中で使用水量が「0」の件数のうら、1割が中止すると見込みます。

（単位：件）

口　径 �給水件数 ����ゼロ水量のうち 10％中止とみる （B） �差引 （A－B） 中止 �開栓（A） 

閑栓のうちゼロ水盛 

13 �7，108 �g85 �6，223 �905 �90 �6，133 

20 �27，334 �1，961 �25，373 �1，803 �lgO �25，193 

25 �687 �69 �618 �34 �3 �615 

30 �231 �20 �■211 �8 �1 �210 

40 �199 �17 �182 �4 �0 �182 

50 �12g �22 �106 �3 �0 �106 

75 �26 �9 �17 �0 �0 �17 

100 �5 �1 �4 �0 �0 �4 

125 �0 �0 �0 �0 �0 �0 

150 �1 �1 �0 �0 �0 �0 

計 �35，719 �2，985 �32，734 �2，757 �274 �3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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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料金算定期間中の給水件数の見込
13mmと20mmは主に家庭用であり、（2）の給水戸数の平均伸び率を乗じて算定すべきですが、（1）の実

績をみると、13mmが減少傾向にあることから、13mmは毎年0．5％減少と見込み、20mmは（2）の伸び率を乗
じて算定します。

また、大口径（25mm以上）は、増減を見込まないこととします。

（学位：件）

口径 �基礎件数 �H31 �H32 �H33 �H34 �H35 �計 �平均件数 

13 �6，133 �6，102 �6，071 �6，040 �6，009 �5，978 �30，200 �6，040 

20 �25，193 �25，211 �25，229 �25，247 �25，265 �25，2g3 �126，235 �25，247 

25 �615 �615 �615 �615 �615 �615 �3，075 �615 

3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1，050 �210 

40 �1g2 �182 �182 �182 �182 �182 �910 �182 

50 �106 �106 �106 �106 �106 �106 �530 �106 

75 �17 �17 �17 �17 �17 �17 �S5 �17 

100 �4 �4 �4 �4 �4 �4 �20 �4 

125 �0 �0 �0 �0 �0 �0 �0 �0 

150 �0 �0 �0 �0 �0 �0 �0 �0 

計 �32，460 �32，447 �32，434 �32，421 �32，40も �32，395 �162，105 �3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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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総括原価の配分

（1）前提

（D給水件数　　（中止中を除く。）

資産維持率　　2．0％

口径（m） �量水器設置件数（件） �備　　　　　　考 

13 �6，040 � 

20 �25，247 � 

25 �615 � 

30 �210 � 

40 �182 � 

50 �106 � 

75 �17 � 

100　‾ �4 � 

125 �0 � 

150 �0 � 

計 �32，421 �年間延件数　　　　　389，052件 

②配水量及び有収水量

区　　　　　　分 ��水量及び率 �備　考 

算定期間中の 水　　量 �a　総　　配　　水　　量 �47，970，785Ⅰゴ �年平均　　9，594，157 
b．総　有　収　水　量 �41，238，680rゴ �年平均　　8，247，736 

C　有　r　　収　　　率 �85．97％ � 

1日当たりの水量 �d　1日　最大配水量 �30，253nf � e　1日　平均配水量 �26，271Ⅰぜ � 

f　負　　　荷　　　率 �86．84％ �e／d 

g浄水施設能力 ��38，576Ⅰぜ � 

－h施設　利　用　率 ��68．10％ �e／g 

③現行料金　　　　　　　　　　　　　　　　　　　　　　　　（単位：円、税抜）

口　径 �基本料金 �従量料金（11正当たり） ���備　　　考 
1～10 �11・～20 �21以上 � 

13 �800 �100 �139 �207 

20 �1，200 

25 �2，880 �139 �177 

30 �4，100 

40 �8，840 

50 �12，940 

75 �32，360 

100 �55，160 

125 �85，920 

150 �‾12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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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総括原価の内訳　　平成31年度～平成35年度　5年間

費　　　　　　　用 ���金　額（千円） �備　　　考 

営 業 費 用 �維 持 管 理 費 �人　　　件　　　費 �1，016，155 � 

薬　　　品　・費 �5，000 � 

動　　力　　衰 �110，000 � 

修　　　繕　＿　　費 �210，000 � 

受　　　水　　　費 �2，427，473 � 

その他維持管理費 �2，106，335 � 

控除項　目（△） �△952，473 � 

計 �4，922，490 � 

減　価‾　償　却　費 ��2，317，871 � 

合　　　　　　計＿ ��7，240，361 � 

資 本 費 用 �支　　　払　　利　　　息 ��92，810 � 

資　産　維　持　費 ��1，107，200 � 

合　　　　　　計 ��1，200，010 � 

総　　　　　　　　　計 ���8，440，371 � 

⑤資産維持費の算定　対象資産の　2．0％

11，071，968　千円×　2．0％＝　　　221，440千円×5年＝　1，107，200　千円

○対象資産11，071，968　千円　償却対象資産の帳簿価額（期首と期末の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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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総括原価の配分

（D総括原価の分解

総括原価は、次の基準により分解するものとする。

資産維持率　2．0

費　　　　　　　　目 �固　　　定　■　　費 �変　　　動　　　費 

人　　　件　　　費 �全　　　　　　額 � 

薬　　　品　　　費 � �全　　　　　　額 

動　　　力　　　費 � �全　　　　　　額 

修　　　繕　　　費 �全　　　　　　額 � 

受　　　水　　　費 �基‘本　料　金 �使　用　料　金 

その他維持管理費 �全　　　　　　　額 � 

控　　除　　項　　目 �全　　　　　　額 � 

減　価　償・却　費 �全　　　　　　額 � 

．支　　払　　利　　息 �全　　　　　　額 � 

資　産　維　持　費 �全　　　　　　　額 � 

②総括原価の分解　　　　　　　　　　　　　　　　　　　　　　　　　　　（単位：千円）

費　　　　　　　　　目 ��固　定　費 �変　動　費 �計 

鯉 持 管 理 費 �人　　　件　　　費 �1，016，155 � �1，016，155 

薬　　　品　　　費 � �5，000 �5，000 

動　　　力　　　費 � �110，000 �110，000 

修　　　繕　　　費 �210，000 � �210，000 

受■　　水　　　費 �1，872，135 �555，338 �2，427，473 

その他維持管理費 �2，106，335 � �2，106，335 

控　除　項　　目 �△952，473 � �△952，473 

計 �4，252，152 �670，338 �4，922，490 

減　価　償　却　費 ��2，317，871 � �2，317，871 

支　　払　　利　　息 ��92，810 � �92，810 

資　産　維　持　費 ��1，107，200 � �1，107，200 

合　　　　　　　　計 ��7，770，033 �670，338 �8，440，371 

③総括原価の基本料金及び従量料金への配分

ア総括原価は、次の基準により基本料金及び従量料金に対して配分する。

（ア）固定費は、浄水施設能力に対する浄水施設能力と平均給水量の差の比率を乗じて得た額を
基本料金とし、残余の固定費は従量料金とする。

（イ）変動費は、全額従量料金に対して配分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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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　総括原価の配分

（ア）固定費　　　　　　　　　　　　　　　　　　　　　　　　　　　　（単位二千円）

費　　目 �総　額 �‾　配　　分 ��備　　　考 

基本料金 �従量料金 

維持管理費 �4，252，152 �1，356，354 �2，895，798 �固定費×（A－B）／A＝準備料金 固定費×（100％一施設利用率）＝基本料金 固定費×施設利用率＝従量料金の方式 をとった。 

減価償却費 �2，317，871 �739，356 �・1，578，515 

支　払　利　息 �92，810 �29，605 �63，205 

資産維持費 �1，107，200 �353，175 �754，025 

合　　計 �7，770，033 �2，478，490 �5，291，543 

A＝浄水施設能力　38，576nf B＝平均給水量　26，2711ぜ

・（イ）変動費　　　　　　　　　　　　　　　　　　　　　　　　　　　　（単位：千円）

費　　目 �総　額 �配　　分 ��備　　　考 

基本料金 �従量料金 

維持管理費 �670，338 �0 �670，338 � 

減価償却費 �0 �0 �0 

支　払　利　息 �0 �0 �0 

資産維持費 �0 �0 �0 

合　　計 �670，338 �0 �670，338 

（ウ）合計　　　　　　　　　　　　　　　　　　　　　　　　　　　　　　（単位：千円）

費　　目 �総　額 �，配　　分 ��備　　　考 

基本料金 �従量料金 

固　定　費 �7，770，033 �2，478，490 �5，291，543 �基本料金に配分される割合29．4％ 従量料金に配分される割合70．6％ 

変　動　費 �670，338 �0 �670，338 

合　　　　計 �8，440，371 �2，478，490 �5，961，881 

（ェ）基本料金、従量料金毎の要改定率　　　　　　　　　　　　　　　　（単位：千円、％）

・　項　目 �改定前料金 �配分額 �＿　差引 �要改定率 � 

基　本　料　金 �2，490，713 �2，478，490 �12，223 �△0．49 � 

従　量‾料r金 �6，191，844 �5，961，881 �229，963 �△3．71 

合　　　　計 �8，682，557 �8，440，371 �242，186 �△2．79 

※基本料金の要改定率が0．49％と低いため、従量料金のみの改定を行うことと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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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料金改定案

①従量料金　第1案

従量料金に配分された固定費と変動費は、生活用水に用いられる′」、口径の料金を大口径に比べ低
く抑えるとともに、1吏用水量が増えると単価が上がる逓増制を採用し、給水量1ポ当たりの料金を定め
る。

段　階 �割合 �有収水量（ポ） �1Ⅰゴ当たり 単価（円） �総額（千円） 

第1段階（小口径1～10Ⅰ正） �34．93 �14，405，677 �94 �1，354，134 

第2段階（小口径11～20Ⅰ滋、大口径1～10nf） �22．41 �9，243，017 �130 �1，201，592 

第3段階（大口径11～20nf） �・1．30 �534，469 �166 �88，722 

第4段階（全口径　21r正以上） �41．36 �17，055，517 �195 �3，325，826 

計 �100 �41，238，680 � �5，970，274 

②改定案　第1案　　　　　　　　　　　　　　　　　　　　　　（単位：円、税抜）

口　径 �基本料金 �従量料金（lnf当たり） ���備　　　考 
1′－10 �11～20 �21以上 � 

13 �800 �94 �130 �195 

L　20 �1，200 

25 �2，880 �130 �166 

30 �4，100 

40 �8，840 

50 �12，940 

75 �32，360 

100 �55，160 

125 �85，920 

150 �121，240 

③改定率（税抜）　第1案

改定前の料金総額（5年間） �8，682，557千円 

総括原価 �8，440，371千円 

改定後の料金総額（5年間） �8，448，764千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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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改定案比較表（税抜）

項　　　　目 ���現行料金 �改定案 
料金 �差額 �率 

基 本 料 金 �13 ��800 �800 �0 �0．00 

20 ��1，200 �1，200 �0 �0．00 

25 ��2，880 �2，880 �0 �0．00 

30 ��4，100 �4，100 �0 �0．00 

40 ��8，840 �8，840 �0 �0．00 

口 径 別 �50 ��12，940 �12，940 �0 �0．00 

75 ��32，360 �32，360 �0 �0．00 

100 ��55，160 �55，160 �0 �0．00 

125 ��85，920 �85，920 �0 �0．00 

150 ��121，240 �121，240 �0 �0．00 

従 量 料 金 �13～ 20皿m �1～10ポ �100 �94 �△6 �△6．00 

11～20r迂 �139 �130 �△9 �△6．47 

21Ⅰぜ以上 �207 �195 �△12 �△5．80 

25mm 以上 �1～10ni �139 �130 �△9 �△6．47 
11ノー20Ⅰ正 �177 �166 �△11 �△6．21 

21d以上 �207 �195 �△12 �△5．80 

公衆浴場用11正に、 ��81 �81 �0 �0．00 

臨時用1Ⅰばに付 ��211 �211 �0 �0．00 

消火栓10分ごと ��2，500 �2，500 �0 �0．00 

④料金算出例（税込）　第1案

各口径とも改定後料金で消費税率が10％でも利用者の実質負担額は減となり、使用水量が多いほ
ど値下げ率が高くなる。

（単位：円、％）

口径 �使用水量（ポ） ��現行料金 税率8％A �改正後料金 ��増減額 A－B �税込改定率 A／B 

税率8％ �税率10％B 

13 �10【 ��1，944 �1，879 �1，914 �△30 �△1．54 

13 �11 �（平均使用量） �2，094 �2，019 �2，057 �△37 �△1．77 

13 �20 � �3，445 �3，283 �3，344 �△101 �△2．93 

20 �10 � �2，376 �2，311 �2，354 �△22 �△0．93 

20 �20 �（平均使用量） �3，877 �3，715 �3，784 �△93 �△2．40 

25 �62 �（平均使用量） �15，912 �15，152 �15，433 �△479 �△3．01 

30 �133 �（平均使用量） �33，103 �31，422 �32，004 �△1，099 �△3．32 

40 �234 �（平均使用量） �60，801 �57，812 �58，883 �△1，918 �△3．15 

50 �430 �（平均使用量） �109，047 �103，518 �105，435 �△3，612 �△3．31 

75 �1，186 �（平均使用量） �299，032 �283，705 �288，959 �△10，073 �△3．37 

100 �‘614 �（平均使用量） �195，780 �187，866 �191，345 �△4，435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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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料金改定案

（D従量料金　第2案

従量料金に配分された固定費と変動費は、生活用水に用いられる小口径の料金を大口径に比べ低
く抑えるとともに、使用水量が増えると単価が上がる逓増制を採用し、給水量1r迂当たりの料金を定め
る。

段　階 �割合 �有収水量（d） � �総額（千円） 

第1段階（小口径1～10r淫） �34．93 �14，405，677 �95 �1，368，539 

第2段階（小口径11～20Ⅰ止、大口径1～10rば） �22．41 �9，243，017 �130 �1，201，592 

第3段階（大口径11～20Ⅰぜ） �1．30 �534，469 �165 �88，187 

第4段階（全口径　211正以上） �41．36 �17，055，517 �194 �3，308，770 

計 �100 �41，238，680 � �5，967，089 

②改定案　第2案　　　　　　　　　　　　　　　　　　　　　　　（単位：円、税抜）

口　径 �基本料金 �従量料金（1Ⅰぜ当たり） ���備　　考 
1～10 �11～20 �21以上 � 

13 �800 �95 �130 �194 

20 �1，200 

25 �2，880 �130 �165 

30 �4，100 

40 �8，840 

50 �12，940 

75 �32，360 

100 �55，160 

125 �85，920 

150 �121，240 

③改定率（税抜）　第2案

改定前の料金総額（5年間） �8，682，557千円 

総括原価 �8，440，371千円 

改定後の料金総額（5年間） �8，445，579千円 

一10－

要改定率　　　　△2．79％

実改定率　　　　△2．73％



現行・改定案比較表（税抜）

項　　　　目 ���現行料金 �改定案 
料金　－ �差額 �率 

準 備 料 金 �13 ��800 �800 �0 �0．00 

20 ��1，200 �1，200 �0 �0．00 

25 ��2，880 �2，880 �0 �0．00 

30 ��4，100 �4，100 �0 �0‾．00 

40 ��8，840 �8，840 �0 �0．00 

口 径 別 �50 ��12，940 �12，940 �0 �0．00 

75 ��32，360 �32，360 �0 �0．00 

100 ��55，160 �55，160 �0 �0．00 

125 ��85，920 �85，920 �0 �0．00 

150 ��121，240 �121，240 �0 �0．00 

水 量 料 金 �13～ 201m皿 �1～10Ⅰぜ �100 �95 �△5 �△5．00 

11～20Ⅰポ �139 �130 �△9 �△6．47 

21nf以上 �207 �194 �△13 �△6．28 

25mm 以上 �1～10Ⅰゴ �139 �130 �△9 �△6．47 
11～20nf �177 �165 �△12 �△6．78 

21ポ以上 �207 �194 �△13 �△6．28 

公衆浴場用1汀君にィ、 ��81 �81 �0 �0．00 

臨時用1n封こ付 ��211 �211 �0 �0．00 

消火栓10分ごと ��2，500 �2，500 �0 �0．00 

④料金算出例（税込）　第2案

各口径とも改定後料金で消費税率が10％でも利用者の実質負担額は減となり、使用水量が多いほ
ど値下げ率が高くなる。

（単位：円、％）

口径 �使用水量（d） ��現行料金 税率8％A �改正後料金 ��増減額 A－B �税込改定率 A／B 

税率8％ �税率10％B 

13 �10 � �1，944 �1，890 �1，925 �△19 �△0．98 

13 �11 �（平均使用量） �2，094 �2，030 �2，068 �△26 �△1．24 

13 �20 � �3，445 �3，294 �3，355 �△90 �△2．61 

20 �10 � �2，376 �2，322 �2，365 �△11 �△0，46 

20 �20 �（平均使用量） �3，877 �3，726 �3，795 �△82 �△2．12 

25 �62 �（平均使用量） �15，912 �15，096 �15，375 �△537 �△3．37 

30 �133 �（平均使用量） �33，103 �31，289 �31，869 �△1，234 �△3．73 

40 �234 �（平均使用量） �60，801 �57，570 �58，636 �△2，165 �△3．56 

50 �430 �（平均使用量） �109，047 �103，064 �104，973 �△4，074 �△3．74 

75 �1，186 �（平均使用量） �299，032 �282，435 �287，665 �△11，367 �△3．80 

100 �614 �（平均使用量） �195，780 �187，213 �190，680 �△5，10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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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金改定案（まとめ）

項目 ���現行料金 �　（単位：円、税抜） 改定案 
第1案 �第2案 

改定 内容 ��基本料金 � �据置 �据置 

従量料金 �好三・箋■溺終業讃緊 麗慧浅義昭針巌霊箋 疑義盈祭豪華米穀 �従量料金を全体的に 減額 （一律△6％） �従量料金を全体的に 減額 （逓増の格差を調 整） 喪道警蔓転置賢豪 産義義紆蛋讐紘添 窪簑誓発話登軍事驚窮 監責駕紆薫深紅 　　㍊賢三 

要改定率．（％） ���勘 �△　2．79 �△　2．79 

実改定率（％） ��� �△　2．69 �△　2．73 

基 本 料、 金 �13ⅠⅧm ��800 �800 �800 
201mn ��1，200 �1，200 �1，200 

25ⅠⅧm ��2，880 �2，880 �2，880 

30mm ��4，100 �4，100 �4，100 

口 径 型 呂ゝ �401nm ��8，840 �8，840 �8，840 

50mm ��12，940 �12，940 �12，940 

75mm ��32，360 �32，360 �32，360 

100mm ��55，160 �55，160 �55，160 

125mm ��85，920 �85，920 �85，920 

150mm ��121，240 �121，240 �121，240 

従 �13～ 20mm �1～10立方メートル �100 �94 �9．5 

11～20立方メートル �139 �130 �130 

21立方メートル以上 �207 �195 �194 

翌 料 金 円 �25mm 以上 �1～10立方メートル �139 �130 �130 

1い－20立方メートル �177 �166 �165 

21立方メ小ル以上 �207 �195 �194 

公衆浴場用1立方メートJレ ��81 �81 �81 

臨時用1立方メートル ��211 �211 �211 

消火栓10分ごと ��2，500 �2，500 �2，500 

5年間の料金収入総額　（千円） ���8，682，557 �8，448，764 �8，445，579 

1年平均料金収入　　　‾（千円） ���1，736，511 �1，689，753 �1，689，116 

うち、基本料金　（千円） ��498，143 �498，143 �498，143 

従量料金　（千円） ��1，238，368 �1，191，610 �1，190，973 

項目 �現行料金 �第1案 �第2案 

13mmlO立方メートル使用 �1，800 �1，740 �1，750 

13mm20立方メートル使用 �3，190 �3，040 �3，05q 

201m10立方メートル使用 �2，200 �2，140 �2，150 

20Ⅰ肌20立方メートル使用 �3，590 �3，440 �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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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定後の収支計画

（1）収益的収支　　　　　　　　　　　　　　　　　　　　　　　　　　　　　　　　　　　　　　　　　　　　　　　　　　等位・千円、税抜

年　度 区　分 ����28年度 決算 �弊秘頭打 壊革見込′ �30年度 �31年度 �32年度 �33年度 �34年度 �35年度 �36年度 �37年度 �38年度 �39年度 �40年度 

収 益 的 収 支 �収 益 的 収 入 �1．営　　業　　収　　益　　　　（A） ��1，861，675 �1，845，393 �1，866，678 �1，776，404 �1，769，584 �1，762，792 �1，754，336 �1，753，620 �1，737，550 �1，729，220 �1，720，932 �1，712，6g5 �】，704，479 

（1）料　　　　金　　　　収　　　　入 ��1，773，771 �1，771，637 �1，762，778 �1，704，764 �1，697，944 �1，691，152 �1，682，696 �1，674，282 �1，665，910 �1，657，580 �1，649，292 �1，641，045 �1，632，839 

（2）受　託　工　事　収　益　　　（B） �� � � � � � � � � � � � � 

（3）そ　　　　　　の　　　　　　他 ��87，904 �73，756 �103，900 �71，640 �71，640 �71，640 �71，640 �79，338 �71，640 �71，640 �71，640 �71，640 �71，640 

2．営　　　業　　　外　　　収　　　益 ��12（），901 �126，796 �121，587 �・117，315 �117，315 �117，315 �117，315 �117，315 �117，315 �117，315 �rl17，3Ⅰ5 �117，315 �117，315 

（1）負　　　　　　担　　　　　　金 ��1，292 �1，906 �1，812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l他　会　計　負　担　金 ��1，292 �1，906 �Ⅰ，g12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1，236 

（2）長　期　前　受　金　戻　入 ��113っ486 �116，402 �115，385 �111，950 �111，950 �111，950 �111，950 �111，950 �‖1，950 �111，950 �111，950 �111，950 �111，950 

（3）そ　　　　　　の　　　　　　他 ��12，123 �8，48さ �4，390 �4，129 �4，129 �4，129 �4，129 �4，129 �4，129 �4，129 �4，129 �4，129 �4，Ⅰ29 

収　　　　入　　　　計　　　　（C） ��1，988，576 �1，972，189 �Ⅰ，988，265 �1，893，719 �1，886，899 �1，朗0，107 �1，871，651 �1，＄70，935 �1，854，865 �1，846，535 �1，838，247 �1，830，000 �1，82】，794 

収 益 的 支 出 �1．営　　　　　業　　　　　費　　　　　用 ��1，531，684 �1，564，580 �1，587，681 �1，539，646 �1，544，280 �1，584，343 �1，854，270 �1，656，665 �1，578，371 �1，576，989 �1，581，130 �1，593，126 �1，587，313 
（1）職　　員　　給　．与　　費 ��1畠0，487 �202，738 �203，231 �203，231 �203，231 �203，231 �203，231 �203，231 �203，231 �203，231 �203，231 �203，231 �203，23Ⅰ 

（2）経　　　　　　　　　　　　　　費 ��917，407 �916，865 �945，497 �893，279 �891，326 �922，171 �1，170，663 �9（汀，739 �892，73】 �891，897 �890，884 �891，226 �890，216 

薬　　　　PP　　　　費 �2，411 �553 �91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動　　　　力　　　　費 �19，125 �22，636 �25，887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修　　　　繕　　　　費 �43，217 �44，686 �50，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42，000 

受　　　　水　　　　費 �541，111 �544，144 �493，017 �483，109 �481，156 �480，326 �479，428 �503，454 �501，278 �500，444 �499，431 �499，773 �498，763 

そ　　　　の　　　　他 �311，543 �304，846 �375，675 �345，170 �345，170 �376，g45 �626，235 �399，285 �326，453 �326，453 �326，453 �326，453 �32度453 

（3）減　　価　　償　　却　　訝 ��433，790 �444，977 �438，953 �443，136 �449，723 �458，941 �480，376 �485，695 �482，409 �481，861 �487，015 �49＆，669 �493，866 

2．営　　　業　　　外　　　費　　　用 ��31，204 �27，677 �27，11＄ �25，365 �23，166 �20，920 �18，626 �18，3（〉3 �13，525 �11，245 �9，093 �7，156 �5，623 

（1）支　　　　払　　　　利　　　　息 ��29，321 �27，126 �25，018 �22，865 �20，666 �18，420 �16，126 �14，733 �11，025 �8，745 �6，593 �4，656 �3，12〕 

（2）そ　　　　　　の　　　　　　他 ��1，＄83 �551 �2，100 �2，500 �2，500 �2，500 �2，500 �3，63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支　　　　出　　　　計　　　　（D） ��1，562，888 �1⊃592，257 �1，614，799 �1，565，011 �1，567，446 �1，605，263 �1，872，89（〉 �1，675，028 �1，591，896 �1，588，234 �1，590，223 �1，600，282 �1，592，936 

425，688 �379，932 �373，466 �328，70g �319，453 �274，844 �－1，245 �195，907 �262，969 �258，301 �24S，024 �229，718 �228，858 

特　　　　　　別　　　　　　利　　　　　　益（F） ���� � � � � � � � � � � � � 

特　　　　　　別　　　　　　損　　　　　　失（G） ���� � � � � � �180，000 �285，000 � � � � � 

0 �0 �0 �0 �0 �0 �ー柑05000 �－285，000 �0 �0 �0 �0 �0 

繁華村瀬華儀狩野隋幣礫横澤翠聯噂澤 ����誉湖斬媚 �㌍諌僚緻 �㍑孝僚閥 �笥簿斬斬 �笹湖瀬野 �㌻塚矧媚 �第禰酌箪 �澤澗酪掛 �竿宰瀦紺 � � � �澤弾翻 
繰越利益剰余　金又　は累積欠損金（Ⅰ） ���� � � � � � � � � � � � � 



（2）資本的収支　　　　　　　　　　　　　　　　　　　　　　　　　　　　　　　　　　　　　　　　　　　　　　　　　　単位　千円、税込

年　度 区　分 ���28年度 決算 �∴地熱薮喜 雄渾鱒箪 �30年度 �31年度 2019 �32年度 2020 �33年度 2021 �34年度 2022 �3占年度 2023 �36年度 �37年度 �38年度 �39年度 �40年度 

資 本 的 収 支 �資 本 的 収 入 �1．企　　　　業J　　　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690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3．国　・　県　補　助　金 �19，701 �22，200 �30，000 �30，000 �0 �0 �0 �0 �0 �0 �0 �0 �0 

5．工　　事　　負　　担　　金 � � � � � � � � � � � � � 

6．そ　　　　　の　　　　　他 �52，715 �55，541 �49，580 �147，501 �45，525 �43，64g �41，865 �40，171 �38，562 �37，033 �35，581 �45，000 �45，000 

計　　　　　（心 �74，106 �77，741 �＄0，580 �17g，501 �46，525 �44，648 �42，865 �41，171 �39，562 �38，033 �36，5＄1 �46，000 �46，000 

（A）のうち翌年度へ繰り越され（B） る支出の財源充当額 � � � � � � � � � � � � � 

純計　　　（A）イB）（C） �74，106 �77，741 �gO，580 �17gi501 �46，525 �．44，648 �4乙＄65 �41，171 �39，562 �′3＄，033 �36，581 �46，000 �46，000 

資 本 的 支 出 �1．建　　設　　改　　良　　費 �677，53g �359，644 �520，960 �593，600 �68＄，000 �1，012，600 �973，900 �536，500 �6＄5，500 �765，500 �600，Odo �477，000 �557，000 

lう　ち　職　員　給　与　費 � � � � � � � � � � � � � 

2．企　業　債　償　還　金 �104，959 �103，490 �105，59g �107，751 �109，950 �112，196 �114，490 �134，899 �114，438 �110，213 �103，483 �87，003 �70，071 

5．そ　　　＿　の　　　　　他 � �1，459 � � � � � � � � � � � 

計　　　　　（D） �7＄2，497 �464，593 �626，55＄ �701，351 �797，950 �1，124，796 �1，08名，390 �671，399 �799，938 �875，713 �703，483 �564，003 �627，071 

筆意苧提琴が資本記譜額に（E） ���708，391 �386，‡52 �545，97＄ �522，850 �751，425 �1，080，148 �1，045，525 �630，228 �760，376 �＄37，開0 �666，902 �518，003 �5＄1，071 

補 て ん 財 淀 ��1，損益勘定留保資金 �557，136 �255，039 �360，470 �252，747 �3日ち341 �459，537 �376，177 �229，480 �280，26g �370，459 �369三911 �375，065 �3苦6，72α 

104，959 �108，490 �149，998 �224，351 �309，950 �531，796 �5＄3，890 �354，899 �420，56＄ �400，269 �244，953 �117，571 �168，977 

3．繰　越　工　事　資　金 � � � � � � � � � � � � � 

4．そ　　　　　の　　　　　他 �46，296 �23，323 �35，510 �45，752 �59，134 �88，g15 �85，458 �45，＄49 �59，540 �66，952 �52，038 �25，367 �25，374 

計　　　　　　（F） �70g，391 �386，852 �545，97＄ �522，850 �751，425 �1，080，148 �1，045，525 �630，228 �760，376 �837，6＄0 �666，902 �518，003 �5台1，07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年　度 区　分 ��28年度 �29年度 �30年度 �31年度 �32年度 �33年度 �34年度 �35年度 �36年度 �37年度 �38年度 �39年度 �40年度 

収益的収支分 ��16，362 �17，衰91 �16，812 �16，236 �16，236 �16，236 �16，236 �＝16，236 �16，236 �16，236 �16，236 �14，106 �14，106 

15，362 �16，891 �15，＄12 �15，236 �15，236 �15，236 �15，236 �15，236 �15，236 �15，236 �15，236 �13，096 �13，096 

う　ち　基　準　外　繰　入　金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10 �1，010 

資本的収支分 ��1，690 �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690 �0 �1，000 �1，000 �1，000 �1，000r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う　ち　基　準　外　繰　入　金 � � �� � � � � � � � � � 

注　1本表は、消費税及び地方消費税相当額を含めて作成すること。
2補てん財源における消費税資本的収支調整額については、4　その他に含めること。



（3）補填状況　　　　　　　　　　　　　　　　　　　　　　　　　　　　　　　　　　　　　　　　　　　　　　単位・千円

H28 �H29 �H30 �H31 �H32 �H33 �H34 �H35 �H36 �H37 �H38 �H39 �H40 

補 て ん 使 用 可 能 敏 �蛮声的艇噂瑳断頭常輿培誉 ��708，391 �386．852 �545，978 �522．850 �751，425 �1，080，148 �1．045，525 �630，228 �760．376 �837．680 �666．902 �518．003 �581，071 

留 保 資 金 �前年度繰越克．J �402．561 �173．253 �259．331 �222．429 �300，868 �256．300 �143，754 �136．003 �280，268 �370，459 �369．911 �375．085 �386，719 

譲碩粟康轟藻 �327，828 �341．117 �323，568 �331．186 �337，773 �346，991 �368，426 �373，74早 �370，459 �369，911 �375．065 �386．719 �381，916 

計A �730．389 �514．370 �582．899 �553．615 �638，641 �603．291 �512．180 �509，748 �650．727 �740．370 �744．976 �761．784 �768，635 

利 益 剰 余 金 �学年度画廊泰処分痛言 �425．688 �379．932 �373．466 �328．708 �319，453 �274．844 �－181．245 �－89，093 �262，969 �258．301 �248．024 �229．718 �228．858 減債積立 �104．959 �103，490 �105．598 �107．751 �109．950 �112．196 �114．490 �134．8台9 �114，438 �‖0．213 �103，483 �87．003 �70．071 

建設改良積立 �277．729 �322，198 �267．868 �220，957 �209．503 �162．648 �0 �0 �148．531 �148．0由 �144．541 �142，715 �、158．787 

級 � �哀感舶熊 �擁頸鰯鍛 �義郎鰯累 �薮腰細竣 �襲鍼輿塵 �寂狽廻照 � �璃 �養爛熟幕 �凄腕纏1 � �法難緑野 

建設改良積立金　イ �2．489，346 �2．811．544 �3．128，742 �3，352．210 �3．456．567 �3，466，070 �3．209，118 �2，739，7．18 �乙519．718 �2．3陀119 �2，220．151 �2．223．222 �乙335．369 

計　C（B＋ア十イ） �3，019．993 �3．294．966 �3．607，806 �3，788．689 �3．885．970 �3，853．110 �3．142，363 �2，785，524 �2．897，125 �2．730．633 �2．571．658 �2，558．423 �2，667，710 

蛍密度　料壷塗料満＿辣隼圭燕 ��46，296 �23．323 �35．510 �45．752 �59，134 �88．815 �85．458 �45，849 �59，540 �66，952 �52．038 �25．367 �25，374 

合計　E（A＋C＋D） ��3，796．678 �3，832．659 �4．226．215 �4．388．036 �4，583，745 �4．545．216 �3．740．001 �3．341，121 �3．607，392 �3，537．955 �3．388．672 �3，343，574 �3．461．720 

利益積立金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118，755 �29，662 �29．662 �29．662 �29，662 �29．662 

補 て ん 使 用 額 �留 保 �約滴纏軒■誉 �402．581 �173，253 �259．331 �222．429 �300，868 �258．300 �143．754 �136．003 �280，268 �370．459 �369．911 �375．065 �386．719 

当年度発生親1・‾ �‾154，575 �81．786 �101，139 �30，318 �81，473 �203，237 �232．423 �93．477 �0 �0 �0 �0 �0 

剰 余 �威徳析宣金′■㌧・ �104，959 �103．490 �105．598 �1（）7，751 �109．950 �112，196 �114，490 �134．899 �114．438 �110，213 �103，483 �87，003 �70．071 

礫鞍改良療立食∴、 � �5．000 �44．400 �116，600 �200．000 �419．600 �469，400 �220．000 �306．130 �290，056 �141，470 �30，568 �98．906 

その他（消費税） �46，296 �23．323 �35，510 �45．752 �59，134 �88，815 �85，458 �45，849 �59．540 �66，952 �52．038 �25．367 �25，374 

合計　F ��708，391 �388．852 �545，978 �522．850 �751，425 �1，080．148 �1．045，525 �630，228 �760，376 �837．680 �668．902 �518．003 �581，071 

利益積立金 �� � � � � � �181，245 �89，093 � � � � � 

欠 損 �欠損金 �� � � � � � � � � � � � � 

累積欠損金 �� � � � � � � � � � � � � 

資 金 残 �留保資金残 ��173．253 �259，331 �222．429 �300．868 �256．300 �143．754 �136．003 �280，268 �370．459 �369．911 �375，065 �386．719 �381，916 

剰余金残 ��2，915．034 �3，186，476 �3．409．944 �3．514．301 �3，523，804 �3．266．852 �2．501．717 �2．057．725 �1．900，126 �1，758．158 �1．7引．229 �1，873．376 �1．933．257 

利益積立金残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118．755 �29．662 �29．662 �29．682 �29，662 �29，662 �29．662 

3，388，287　3，745．807　3．932，373　4．115．169　4．080，104　3，710．606　2．756．475　2．367，655　2．300，247　2，157．7312，165．956　2，289．757　2，344，835

企債元金償還は減債積立金を取り崩して補填する
当年度発生額は減価償却費一長期前受金戻入植



5　県内他市との料金比較（第1案）
H30．05．29現在

単位：円、税込

区　分 �米沢市 現行 �ミく深沢幣、′ 二㌧改定後 �12市平 均 �山形市 �鶴岡市 �酒田市 �新庄市 �寒河江市 �上山市 �村山市 �長井市 �天童市 �東根市 �尾花沢市 �南陽市 

（鋭率） �（8％） �貴紙巌 �（8％） �（8％） �（8％） �（8％） �（8％） �（8％） �（89も） �（8％） �（8％） �（8％） �（8％） �（8％） �（8％） 

lmmlOId使用 �1，944 �萄騨粁 �1，973 �1，382 �1，771 �1，771 �1，782 �1，954 �2，160 �1，944 �2，592 �1，944 �1，836 �2，160 �2，376 

13皿m201ガ使用 �3，445 �㌶猿払 �3，981 �3，445 �う，823 �3，499 �4，536 �3，682 �3，725 �3，996 �4，212 �3，996 �3，780 �4，320 �4，752 

20mmlOnf使用 �2，376 �∴2邦1㌔ �2，456 �2，203 �2，376 �2，516 �1，782 �2，721 �2，915 �1，944 �3，294 �2，700 �2，484 �2，160 �2，375 

20mm20Ⅰゴ使用 �3，877 � �4，482 �4，266 �4，428 �4，244 �4，536 �4，449 �4，480 �4，212 �4，914 �4，752 �4，428 �4，320 �4，752 

料金改定年度 �H28 �Hq† � �H26 �H26 �H28 �H27 �H30 �H26 �H29 �H26 �H26 �H26 �H2ei �H26 

（注）用途別料金（新庄市、尾花沢市、南陽市）の場合は、家事用の料金。メーター使用料を含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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姦隅 �軸健が �脚感触％ �l l l 豚矛が ��劇魂 　十 　㌧ �も　　　♂ �■←＋十 十 ノ �が嘩救 十 ∴ 一J血－ �；♂ 　げ 海亀露㌔周も％ ��戦．′ 弓も ‰勒 ヽ．．＋十 �蟻鮎鴨 �⊥叶い �l l 併願≡ 

－l●■ �一骨－ �）く： ヽヽ I l �L l ヽヽ一－ �′一■－ �一喝一 �こ磁－ �′〟′′ � �悩 � �野■■■ �喝偏㌢‾ � �l l 

米沢市　米沢市12市平均　山形市　鶴岡市　酒田市　新庄市　寒河江市　上山市　村山市　長井市　天童市　東根市　尾花沢市　南陽市 

現行　　改定後 

僧儲岬13mmlOnj使用　　　　　　や・13mm20∩ヾ使用　　　　　　嘲威嚇20mmlOrバ使用　　　　　　ゆ20…20rバ使用 





5　県内他市との料金比較（第2案）
H30．05．29現在

単位．円、税込

．区　分 �米沢市 現行 �∴米沢市、 改定後 �12市平 均 �山形市 �鶴岡市 �酒田市 �新庄市 �寒河江市 �上山市 �村山市 �長井市 �天童市 �東根市 �尾花沢市 �南陽市 

（由率） �（8％） �討軸）亮 �（8％） �（89も） �（8％） �（8％） �（8％） �（89も） �（8％） �（8％） �（8％） �（8％） �（8％） �（8％） �（8％） 

13mmlOrば使用 �1，944 �勺薙紺 �1，973 �1，382 �1，771 �1，771 �1，782 �1，954 �2，160 �1，944 �2，5■92 �1，944 �1，836 �2，160 �2，376 

13m皿20最使用 �3，445 �宗翰賂 �3，981 �3，445 �3，823 �3，499 �4，536 �3，682 �3，725 �3，996 �4，21才 �3，996 �3，780 �4，320 �4，752 

20mmlOrd使用 �2，376 �・、2，322 �2，456 �2，203 �2，376 �2，516 �1，782 �2，721 �2，915 �1，944 �3，294 �2，700 �2，484 �2，160 �2，37与 

20m皿20nf使用 �3，877 �準彗窄鱒 �4，482 �4，266 �4，428 �4，244 �4，536 �4，449 �4，480 �4，212 �4，914 �4，752 �4，428 �4，320 �4，752 

料金改定年度 �H26 �H封 � �H26 �H26 �H26 �H27 �H30 �H26 �H2g �H26 �H26 �H26 �H26 �H26 

（注）用途別料金（新庄 ��市、尾花沢市、南陽市）の ���場合は、家事用の料金。メーター使用料を含む。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 �l l �� � � �1　1 　　l 1　1 ��▲ � � � �‡ � �l ‡ 事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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姦偽 �職療脚 �脚感触触 �職魚卵が �脚画應拶 �脚磯 　㌧ 　十 �∴ �錘が、β ∵ ∴ �か犠 ∴ ∴ 一Jt、 �；威 適掬 ��攣転 戦〉 つを急陶物 ヽ �悔忽‰鞄 �＿芸戯評摩♂ �〔 汐窃； 

メ㌔ �一・鵡一一 �‘‾－ヽ 　ヽ �ヽ 、1－ �一′■－ �帥穏岬 �こ磁脚 �′～：ユニ く く l l � �勧 � �騙率■一・ �鴫頑r〆 � �‡ 

米沢市　米沢市12市平均・山形市　鶴岡市　酒田市　新庄市　寒河江市　上山市　村山市 ����������長井市　天童市　東根市　尾花沢市 ����南陽市 

現行　　改定後 

○窃攣13mmlOnヾ使用　　　　　♯13mm20nイ使用　　　　　撒感囁竃20mmlOnて使用　　　　・ヰー20mm20nて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