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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取平5取

取取6取

取年0取日

取株式会社

トライアンフ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名古屋市中区丸の
目1ウ番年0号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貸

借

対

照

表

取取取 成取平5取 取取6取 取年0取日取取

(当期会計期間 )

株式会社 トライアンフ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資

産

の

部

単位：
負

債

の

部

取取取取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目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額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目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額取取取取取

流動資産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6ェ,1平5,60年

流動負債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平1,年ウ0,4年6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現金及び預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45,年1ェ,09年取取
短期借入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ェ0ェ,446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売掛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9,ウ19,1ェェ取取
払費用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5,年95,ウ9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成業務支出金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平1,541取取
払消費税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ウ平5,4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預け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1,ウ10取取
払法人税等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440,ェ00取取
前払費用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0ェ5,6年ウ取取

固定負債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年ウ,平年ウ,000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短期貸付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年54,5ェ4取取
長期借入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年ウ,平年ウ,0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仮払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1,550取取
負債の部合計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5ェ,60ウ,4年6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貸倒引当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596,ウ00取取
固定資産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年,61ウ,9ェェ

形固定資産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

純

資

産

の

部

車両運搬具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取取

株主資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1年,1年6,155

工具器具備品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取取

資 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10,000,000

無形固定資産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6,690

利益剰余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年,1年6,155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6,690取取

その他利益剰余金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年,1年6,155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年,601,平96

繰越利益剰余金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年,1年6,155取取

ソフト

ア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投資その他の資産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保証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50,0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敷取取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56平,年平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長期前払費用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0年5,5ウ6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破産更生債権等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95年,400取取
純資産の部合計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年,1年6,155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資産の部合計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ウ1,ウ4年,591取取
負債・純資産の部合計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ウ1,ウ4年,591取取

損
自取 成取平4取

益

取取ウ取 取取1取日

計

算

至取 成取平5取 取取6取 取年0取日

株式会社 トライアンフ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目取取

書
(当期 計期間)
単位：
取取取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額取取取

売上高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売上高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05,666,年59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05,666,年59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売上総利益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05,666,年59取取
販売費及び 般管理費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0ウ,1年0,66ウ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営業利益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464,年0ェ取取
営業外収益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利息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年5,平59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雑収入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年14,666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年49,9平5取取
営業外費用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支払利息割引料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46年,平4ウ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46年,平4ウ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経常利益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4平平,年ウ0取取
特別利益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貸倒引当金戻入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00,0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00,0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税引前当期純利益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5平平,年ウ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法人税住民税及 業税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440,ェ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当期純利益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ェ1,5ウ0取取

販売費及び
自取 成取平4取

取取ウ取 取取1取日

般管理費

至取 成取平5取 取取6取 取年0取日

株式会社 トライアンフ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目取取

書
(当期 計期間)
単位：
取取取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額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役員賞与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年,0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役員報酬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ェ,平40,0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給与手当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6年,ウ14,599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法定福利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9,年4平,6平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福利厚生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年ェ1,ウ平1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消耗品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6,0平ウ,ェ45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務用品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6ウ,916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地代家賃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4,59年,10ウ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賃借料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ェ平,ェ4年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保険料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495,平平4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修繕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ウ年,101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租税公課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4,年1年,41ウ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減価償却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ウ59,ェ平ェ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貸倒引当金繰入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596,ウ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旅費交通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5,ウ00,平9年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通信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ウ41,60ウ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水道光熱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4ェ9,年年平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支払手数料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911,46平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運取取賃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5平,915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広告宣伝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ェェェ,年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接待交際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6ェ6,平69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新聞図書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5ェ,04平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外注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ェ平,平14,ウェ4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会議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平6,6ウェ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研修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ェ,ェ6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諸会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年4,1ェ6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寄附金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1,000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雑取取費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59年,5平4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期首 成業務支出金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4年年,0年5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期
成業務支出金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平1,541取取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取
合
計
取取取取取取取取平0ウ,1年0,66ウ取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