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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シリーズの発刊に際して

　日本経済統計文献センターは，1971年以来統計データの整備・加工・システム化について

新しい活動を開始した。この活動は，1800年代以降の日本経済に関する統計資料の発掘所在

調査を行い，統計原データを一定の基準において連続する系列として整理採録し，またこれ

らのデータを加工して経済分析上有用な統計量を推計し，さらにそれらをシステム化してデ

ー タ・バンクとしての機能を発揮し，すべての研究者に情報を提供して共同利用の実を上げ

ることを目標としている。

　このようなセンターの活動にともなって，統計文献に関する調査や統計データの整備・開

発が行われるが，それらの成果を発表し，広く統計データ利用者の便宜に供することとした。

ここに「統計資料シリーズ」として発表するものがそれである。

　上述のセンターの活動には，その対象によっては，きわめて長期間の作業を必要とするも

のもあるし，また比較的短期間にそれを完了することのできるものもあり，作業成果は必ず

しも定期的に得られるわけではない。したがって，このシリーズは定期的に刊行するわけで

はなく，センターの活動の進展にともない，成果のまとまった段階で随時発表する予定であ

る。

1972年12月8日

日本経済統計文献センター長＊

　　　　　　　　石　川　　　滋

＊1988年4月8日付で「日本経済統計情報センター」と改組された。





は　　じ　　め　　に

　本第II巻には，明治35年「工場通覧」データによる「復元工場統計表」データ・べ一スか

ら，職工規模別・工場所有主組織形態別の二種類の集計表を収録してある。通常の集計表と

異なり，最大値，最小値，分散の各数値を収録してある。当時の工場の諸属性の分布が何に

よって決められていたか，またそれらの諸属性の分布を適切に示す分類標識が何であるかに

ついては，まだ十分の検討がなされていない。従ってここに収録した諸表についても，属性

値の分布がどのようであるかは，これらの統計量によっておおよその目安をつけることが可

能であると判断したからである。

　当初，都道府県別表・産業中分類別表をも収録する予定であったが，余りにも膨大になる

ので冊子本による刊行は，当面見送ってある。なるべく早い機会に明治42年表と合わせた解

析を行い，データも広く江湖に示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る。

　第1巻で言及したように，明治42年データと照合の結果，明治35年の工場データは，かな

りの調査もれのあることが判明している。利用に当たっては，十分留意されたい。それらの

調査拒否・脱漏についての補正を行った推計加工値もなるべく早い機会に作成したいと考え

ている。

　本巻収録の出力リストの準備及び凡例の作成は，吉澤照子氏を煩わした。

　　　　　　　　　1990早春

　　　　　　　　　　　　　　　　　　　　　　　　　　　　　　　　松　田　芳　郎

　　　　　　　　　　　　　　　　　　　　　　　　　　　　　　　　有　田　富美子

　　　　　　　　　　　　　　　　　　　　　　　　　　　　　　　　木　村　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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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一企業の工場数　　　工場名称で名前寄せした結果の工場数

　　　　　　単一一　　　　一企業又は一個人あたり一工場の場合

　　　　　　複数　　　　一企業は一個人が複数の工場をもっている場合

2．　職工数について

　　　職工男（工場数）　男子工のいる工場の数で，男子のみの工場と，男女職工のいる

　　　　　　　　　　　　工場とが含まれる。

　　　職工女（工場数）　女子工のいる工場の数で，職工男の場合と同様に女子のみの工

　　　　　　　　　　　　場と男女職工のいる工場とが含まれる。

　　　従って職工男の工場数と職工女の工場数を足しても職工計の工場数とはならない。

　　　職工男，職工女，職工計（平均）は，職工数を当該工場数で割った平均値である。

　　　　これも工場数と同様，職工男（平均）と職工女（平均）を足しても職工計（平均）

　　　　とはならない。

3．　原動機機関数有無について

　　　　　　動力無　　　一切の動力機関を持たない工場の数

　　　　　　動力有　　　以下の動力機をなんらかの形でもっている工場の数

　　　　　　　　　　　　明治35年　　蒸気機関，水車，石油機関，自家発電，ガス機関

　　　　　　　　　　　　明治42年　　蒸気機関，汽機，日本水車，ペルトン水車，ター

　　　　　　　　　　　　　　　　　　ビン水車，石油機関，発電機，自家発電，ガス機

　　　　　　　　　　　　　　　　　　関，他より電力の供給を受けるもの，その他

　　　　　　動力機毎の工場数，当該動力機をもっている工場の数

　　　　　　　　　　　　一工場で複数種類の動力機をもっている場合もあるので，動力

　　　　　　　　　　　　機毎の工場数の合計は，動力有の工場数より多くなる。

4．　企業所有形態は，工場名称及び所有者名称により格付けし，分類は当方で行った。格

　　　　　　付けの仕方の詳細は，「歴史分析のための個体情報ロンジチュージナル・デー

　　　　　　　タ編成技法開発一明治中後期会社工場統合データベース編成実験」第1部

　　　　　　　［2］，p．26，27，45，46参照のこと。

5．　工場規模は，工場通覧に記入された職工数男，女，計に従い機械的に格付けした。

6．　規模区分は，明治35年の調査対象範囲である。職工10人以上について明治42年の工場

　　　　　　統計表の公表集計規模区分に合わせて表章して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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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職工数不明とあるのは職工数が未記入のものである。

8．　原動機の馬力数について，「明治42年工場通覧」でみられる「キロ」表示は意味づける

　　　　　　　明確な基準が見いだせないため。分析においてキロ表示は考慮していない。

9．　すべて平均値の計算における分母は欠損値を含まない。

10．　産業大分類は，明治42年表分類に統一して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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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工場通覧」復元集計表





1．職工規模別表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45031　41511　3521　34891　34361　45031　8．831　13．271　16．9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4031　12211　1821　12001　12321　14031　12．841　30．241　37．5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ほ150－99人　　1　10221　8801　1421　9041　9371　10221　21．061　52．801　67．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5751　4201　1551　5201　5301　5751　63．391　140、441　186．7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561　　341　　221　　561　　531　　561　182．431　522．081　676．5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341　　　201　　　141　　　341　　　291　　　341　732．031　1425．831　1948．1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41　　　　11　　　　31　　　　01　　　　01　　　　01　　　　．1　　　　．l　　　　J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合計　　　　　　　　　1　　　75971　　　67271　　　　8701　　　62031　　　62171　　　75931　　21．501　　44．361　　53．88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49．241　47．011　30．661　　11　　11　　101　　291　　291　　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93．461　122．291　33．081　　11　　11　　301　　491　　491　　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609．251　455．571　192．031　　11　　21　　501　　991　　991　　9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6389．0117085．1317536．801　　11　　21　1001　3931　4801　4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19991、96131457．88117688．331　　241　　201　5001　6381　8461　99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961620．331500073．581879782．761　　　761　　　281　　10001　　50581　　30401　　505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9235．81115458．51125720．271　　　　11　　　　11　　　101　　50581　　30401　　5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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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　一　l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33041　11991　6811　4031　　681　　181　　381　119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6311　7721　4941　2331　　321　　71　　221　77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231　6991　4871　1691　　191　　111　　261　69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100－499人　　1　1501　4251　315｜　　941　　61　　131　　91　4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1　　551　　491　　51　　01　　引　　11　　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21　　　321　　　311　　　　11　　　　01　　　　21　　　　11　　　3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41　　　　．1　　　　01　　　　01　　　　01　　　　01　　　　01　　　　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4151　　31821　　20571　　　9051　　　1251　　　541　　　971　　3182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石油　」　自家　．1　ガス　ー1原動　コ
l　　　　　　　　　　l機関　一1水車　．1機関　．1発電　．1機関　一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201　1．361　1．041　5．391　1．291　1．3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30－49人　　1　1．171　1．111　1．001　1．141　2．051　1．1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361　1．151　1．581　1．361　1．461　1．3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141　1．631　1．331　2．001　1．441　2．0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921　　2．001　　　．1　　1．001　　1．001　　1．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3．321　　2．001　　　　．1　　4．001　　1．001　　3．5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421　　1．291　　1．131　　2．911　　1．521　　1．431

一 6一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石油　」　自家　．1．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　、1水車　」　機関　．1発電　．1機関　一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パ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611　16．08｝　0．041　230．961　1．18｝　9．89｝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041　0．351　0．001　0コ41　10．051　1．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4．281　0．741　2．701　0．451　1．621　3．3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7．591　4．371　0．271　3．001　1．781　14．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0．991　2．001　　．1　0．001　　．1　1．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人以上　　　　1　　6．891　　　　．1　　　　．1　　18．001　　　　．1　　10．3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771　　7．871　　0．47！　　78．651　　3．311　　6．89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

　　　　さ
130－4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1　　11　　11　　1｜　　11　　11
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1　　11　　．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11　　　　21　　　　．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川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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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1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職工規模　　　　　1　　　　　1　　　　　1　　　　　1　　　　　1　　　　　1　　　　　1

1－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201　　801　　21　　661　　71　　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51　　71　　11　　21　　15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51　　111　　81　　31　　61　　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471　　191　　21　　71　　51　　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51　　41　　．1　　11　　11　　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31　　　　21　　　　．1　　　　71　　　　1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71　　　801　　　　81　　　661　　　151　　　80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6591　1941　　661　　201　　371　96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4671　1101　　321　　101　　221　63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4641　1071　　191　　111　　261　6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2831　　581　　71　　151　　91　3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491　　41　　01　　4｝　　11　　5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301　　　　11　　　　01　　　　21　　　　11　　　3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01　　　　01　　　　01　　　　01　　　　01　　　　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19521　　　4741　　　1241　　　621　　　961　　2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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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一l　　　　l石油　．1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0．591　5．261　5．601　52．001　6．431　9．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7．981　5．321　5．161　6．201　8．031　7．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3．021　8．451　7．261　8．001　10．461　19．7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77．401　47．751　6．511　795．271　13．331　101．8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55．101　305．001　　．1　48．751　15．001　167．2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427．711　　16．001　　　　．1　110。501　　27．001　422．4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l　　　　d　　　　．1　　　　．l　　　　J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2．641　　13．751　　5．791　218．311　　8．841　　32．1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1122．591　373．201　101．98118576．631　37．3411254．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j

l30－49人　　1　285．851　64．761　8．731　22．401　66．061　228．9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25125．111　87．421　14．901　91．201　136．42119082．5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100－499人　　180743．27114837．821　30．6617976149．641　128．751397478．7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500－999人　　135586．72149100．001　　．11206．251　　．136757．0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人以上　　　　1309450．141　　　　．1　　　　．1　480．501　　　　」300205．0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26954．411　3197．851　　60．2611945005．20｜　　84．4016607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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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1石油」　自家」　ガス　」　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1　　11　　2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30－49人　　 1　　11　　11　　21　　3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11　　11　　1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与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11　　21　　11　　21　　引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51　1201　　．1　　251　　15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181　　　161　　　　．1　　　951　　　271　　　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1水車　．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目0－29人　　1　7501　2401　　851　4501　　351　7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141　　601　　161　　151　　381　2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　32461　　501　　171　　301　　421　324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目00－499人　　1　37001　6841　　171　110001　　351　110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9001　6001　　．1　1001　　151　9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口000人以上　　　　1　　19501　　　161　　　　．1　　　1261　　　271　　19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w．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7001　　　6841　　　851　　110001　　　421　　1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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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産業大分類別表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1　　　　　　　　　1　　　　　1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コニ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45111　　39931　　　5181　　31761　　44081　　45111　　10．961　　53．031　　59．5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機械器具工場　　　1　　　4261　　　3871　　　391　　　4261　　　701　　　4261　　78．211　　15．611　　80．7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化学工場　　　　　1　　　8711　　　7711　　　1001　　　8671　　　6431　　　8701　　27．421　　25、121　　45．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9751　　　8561　　　1191　　　9681　　　5601　　　9741　　18．201　　23．941　　31．8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7171　　　6581　　　591　　　6701　　　5051　　　7161　　27．961　　21．591　　41．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971　　　621　　　351　　　961　　　311　　　961　　53．081　　14．811　　57．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75971　　67271　　　8701　　620引　　　62171　　75931　　21．501’　44．361　　53．88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720．99120327．23130017．551　　　11　　　　11　　　101　　　8141　　30401　　377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102986．531　1151．341103594．131　　　　51　　　　11　　　101　　50581　　　2231　　50581
1…一一一…ニ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561．271　1871．261　3892．991　　　　11　　　　11　　　101　　　3611　　　3551　　　4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845．031　4508．181　5377．781　　　11　　　　11　　　101　　11161　　9241　　114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839．441　3056．131　5583．791　　　　11　　　　11　　　101　　　4831　　　9221　　125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18866．731　567．29122735．511　　　61　　　　11　　　101　　12031　　　1341　　133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9235．81115458．51125720．271　　　　11　　　　11　　　101　　50581　　30401　　5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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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　　　原動機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一l　　　　l石油　一1自家　」　ガス　」　原動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　一　l

l　　　　　　　　　l動力有　｛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　　　　　｛　　　　　l　　　　　l　　　　　l

l染織工場　　　　　1　　22321　　22791　　14221　　　7871　　　411　　　151　　　　61　　22321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機械器具工場　　　1　　　242い　　　1841　　　1711　　　　81　　　321　　　111　　　261　　　2421
1－一一一ニ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961　　　6751　　　1681　　　　91　　　141　　　　21　　　　51　　　1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飲食物工場　　　　1　　　2521　　　7231　　　1801　　　461　　　151　　　　51　　　101　　　25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071　　　5101　　　931　　　331　　　221　　　171　　　451　　　20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531　　　441　　　231　　　221　　　　11　　　　41　　　　51　　　5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1821　　44151　　20571　　　9051　　　1251　　　541　　　971　　318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1機関　．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91　　　1．111　　　1．001　　　1．271　　　1．001　　　1．1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l　　　L651　　　1．131　　　1．161　　2．911　　　1．081　　　1．6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931　　11．221　　1．001　　1．001　　2．201　　3．1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381　　1．651　　1．001　　1．001　　1．401　　1．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241　　1．791　　1．501　　1．241　　1．511　　1．4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4．041　　2．181　　1．001　　19．501　　4．001　　4．531
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421　　1．291　　1．131　　2．911　　1．521　　1．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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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1　　　　　　　　　1蒸気　コ　　　　　1石油　．1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I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1発電　一｜機関　一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81　　0．611　　0．001　　0．211　　0．001　　0．9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451　　0．131　　0．141　　5．491　　0．071　　3，5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化学工場　　　　　1　　36．271　667．441　　0．001　　0．001　　7．201　　61．9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飲食物工場　　　　1　　2．351　　2．011　　0．001　　0．001　　1．601　　2．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0．331　　4．231　　2．361　　0．321　　5．07｜　　2．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特別工場　　　　　1　　18．591　　5．771　　　　．1　963．671　　2．501　　86．7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771　　7．871　　0．471　　78．651　　3．311　　6．89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1染織工場　　　　　1　　　　11　　　　川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飲食物工場　　　　1　　　　11　　　　11　　　　11　　　　1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　　　　11　　　　11　　　　21　　　　2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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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81　　　191　　　　11　　　　21　　　　11　　　2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51　　　　21　　　　21　　　　71　　　　2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471　　　801　　　　11　　　　11　　　　71　　　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飲食物工場　　　　1　　　111　　　　71　　　　11　　　　11　　　　5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51　　　111　　　　81　　　　31　　　15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71　　　121　　　　11　　　661　　　　61　　　6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71　　　801　　　81　　　661　　　151　　　80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1石油」　自家一1ガス　ー1原動一l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1発電　．1機関　」　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3211　　　4031　　　411　　　191　　　　61　　176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691　　　　91　　　331　　　131　　　251　　　2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661　　　　71　　　121　　　　21　　　　51　　　1891
1－……一ニ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791　　　171　　　151　　　　51　　　101　　　22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931　　　231　　　221　　　191　　　451　　　19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41　　　151　　　　11　　　　41　　　　51　　　4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9521　　　4741　　　1241　　　621　　　961　　2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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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3．901　　9．941　　4．251　　45．471　　7．671　　20、8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5，351　　13，781　　7．521　　31．621　　6．601　　21．6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71．021　234．141　　4．751　　7．501　　8．901　　71．6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飲食物工場　　　　1　　23．951　　3．561　　6．031　　25．601　　11．101　　21．0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雑工場　　　　　　1　　19．451　　3．351　　6．431　　5．111　　7．581　　12．4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415．981　　40、531　　7．001　3005．001　　28．201　494．7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2．641　　13．751　　5．791　218．311　　8。841　　32．1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一1自家　一1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13078．201　1566，521　　2．461　5428．041　　38．67110306．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411．641　136．441　201．121　1676．091　　16．601　2078．1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45744．27176099，141　　16．891　　12．501　　27．05144007．7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8380．681　　16．561　　6．731　1598．801　　83．431　6843．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雑エ場　　　　　　1　475．801　　7．691　　17．981　　16．771　　74．971　292．6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953280．451　4560．981　　　　．1284331001　284．7013033936．0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26954．411　3197．851　　60．2611945005．201　　84．4016607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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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1石油　一1自家　．1　ガス　．1原動　一1
1　　　　　　　　　　1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刊　　　　11　　　　刊　　　　　41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1　　　　31　　　　21　　　　2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　　　　51　　　　11　　　　51　　　　5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1　　　　引　　　　21　　　　引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11　　　　21　　　　11　　　　川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　　　21　　　　71　　　1201　　　　2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一l　　　　l石油　．1自家　」　ガス　」　原動　．I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　発電　」　機関　．1機馬　．1
1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9501　　　6001　　　　71　　　2901　　　201　　19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501　　　　351　　　　851　　　1261　　　　161　　　3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1641　　　6841　　　151　　　101　　　181　　21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2001　　　181　　　101　　　951　　　271　　　12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雑工場　　　　　　1　　　1501　　　121　　　171　　　171　　　381　　　1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37001　　　2401　　　　71　　110001　　　421　　110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7001　　　6841　　　851　　110001　　　421　　1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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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形態別表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コニ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6331　　　4731　　　1601　　　5911　　　4621　　　6331　　82．861　191．651　217．2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旧：合名会社　　　　1　　　1521　　　1151　　　371　　　1411　　　1131　　　1521　　33．091　　66．121　　79．8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4381　　　3641　　　741　　　3901　　　3551　　　4371　　37．431　　57．961　　80．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9741　　　6471　　3271　　8531　　　8481　　　9741　　15．831　　42．991　　51．3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

lN：　個人所有　　　　　　　1　　　　53171　　　　50711　　　　　2461　　　　41771　　　　43651　　　　53141　　　　12．181　　　27．401　　　32．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831　　　571　　　261　　　511　　　741　　　831　　14．251　　42．321　　46．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75971　　67271　　　8701　　62031　　62171　　75931　　21．501　　44．361　　53．88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36943．421154994．131201416．161　　　11　　　　11　　　101　　30601　　30401　　377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H：合名会社　　　　1　3328．141　8023．93110433．591　　　11　　　　11　　　101　　　5021　　　5401　　　65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66826．161　8944．85168155．391　　　　11　　　　11　　　101　　50581　　10321　　505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2548．581　2670。311　5255．681　　　　11　　　　11　　　101　　120引　　　5951　　133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人所有　　　　1　978．381　1555．781　2177．851　　　　11　　　　11　　　101　　16231　　　6621　　16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その他　　　　　1　594．071　1662．391　1908．571　　　11　　　　21　　　101　　　1341　　　2651　　　28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9235．81115458．51125720．271　　　11　　　　11　　　101　　50581　　30401　　5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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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1発電　一1機関　」　　機　一　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4721　　　1611　　　3971　　　351　　　141　　　211　　　131　　　47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H：合名会社　　　　1　　　861　　　661　　　641　　　111　　　　51　　　　21　　　　71　　　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2351　　　2031　　　1841　　　381　　　　51　　　　51　　　　81　　　23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5051　　　4691　　　2331　　　2391　　　131　　　　41　　　251　　　50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N：個人所有　　　　1　　18501　　34671　　11521　　　5761　　　871　　　221　　　441　　18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341　　　491　　　271　　　　61　　　　11　　　　01　　　　01　　　　3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1821　　44151　　20571　　　9051　　　1251　　　541　　　971　　3182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1　　　　　　　　　1蒸気　」　　　　　1石油　．1自家　．1　ガス　ー1原動　．l
l　　　　　　　　　l機関　．1水車　」　機関　．1発電　．1機関　一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2．271　　1．601　　1．211　　4．901　　2．001　　2．3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lH：合名会社　　　　1　　1．301　　1．181　　1．001　　1．501　　1．291　　1．3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1．361　　1．241　　1．001　　2．201　　1．131　　］．3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1．361　　1．201　　1．771　　1．251　　2．081　　1．3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人所有　　　　1　　1．171　　1．301　　1．031　　1．591　　1．161　　1．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111　　2．171　　　1．001　　　　．1　　　　。1　　　1．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合計　　　　　　　1　　1．421　　1．291　　1．131　　2．911　　1．521　　1．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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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一1自家　ロ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1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17．581　　1．251　　0．341　198．691　　3．171　　23，9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Hl合名会社　　　　1　　0．531　　0．161　　0．001　　0．501　　0．571　　0．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l合資会社　　　　1　　1．241　　0．291　　0．001　　7．201　　0．131　　1．5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3．131　　1．931　　3．691　　0．251　　9．241　　3．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人所有　　　　1　　1．301　　11．381　　0．031　　1．211　　0．831　　4．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0．331　　8．171　　　　．1　　　　．1　　　　．1　　　1．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771　　7．871　　0．471　　78．651　　3．311　　6．89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一1水車一1機関」発電」機関一1機．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叶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　　　　　l　　　　　l　　　　　l

lK：株式会社　　　　1　　　　川　　　　11　　　　11　　　　11　　　　臼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Hl合名会社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lS：合資会社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人所有　　　　1　　　　11　　　　11　　　　川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11　　　　11　　　　1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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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　工場通寛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1自家　．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471　　　　61　　　　31　　　661　　　　61　　　6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川1合名会社　　　　1　　　　51　　　　21　　　　11　　　　21　　　　31　　　　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101　　　　31　　　　11　　　　71　　　　21　　　　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201　　　191　　　　81　　　　21　　　　151　　　　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人所有　　　　1　　　281　　　801　　　　21　　　　51　　　　71　　　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0：　その他　　　　　1　　　　41　　　　81　　　　川　　　　　．1　　　　．1　　　　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71　　　801　　　　81　　　661　　　151　　　80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1自家　．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馬　」
I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3931　　　341　　　141　　　241　　　131　　　4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H：合名会社　　　　1　　　641　　　　81　　　　51　　　　21　　　　71　　　8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1781　　　241　　　　51　　　　51　　　　81　　　2171
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ニ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2001　　　1191　　　141　　　　71　　　251　　　35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人所有　　　　1　　10931　　　2871　　　851　　　241　　　431　　150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その他　　　　　1　　　241　　　21　　　11　　　01　　　01　　　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9521　　　4741　　　1241　　　621　　　961　　2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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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一1自家　」　ガス　」　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111．571　114．471　　6．681　　86．791　　18．081　107．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H：合名会社　　　　1　　21．911　　11．501　　3．361　　52．501　　7．041　　20．0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21．541　　7．051　　2．811　　28．601　　5．131　　19．3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24．741　　5．971　　7．391　　4．141　　9．981　　16．9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ノ＼所有　　　　1　　8，711　　5．741　　5．741　465．631　　6．371　　15．3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6．921　　2．501　　2．001　　　　．l　　　　J　　　6．4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2．641　　13．751　　5．791　218．311　　8．841　　32．1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109488．24133439．291　　19．14117002．351　256．08195818．5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川：合名会社　　　　1　1407．401　220．291　　1．671　4512．501　　43．431　1335．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2275．821　　72．411　　6．161　2978．301　　4．701　2084．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25628．141　152．48｜　　23．551　　8．811　100．55114520．5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人所有　　　　1　865，551　　55．841　　79．6415034725．811　　16．72180995．9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その他　　　　　1　　15．821　　0．501　　　．1　　　．1　　　．1　　16．1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26954．411　3197．851　　60．2611945005．201　　84．4016607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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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1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11　　　　21　　　　31　　　　11　　　　2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旧：合名会社　　　　1　　　　11　　　　21　　　　21　　　　5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Sl合資会社　　　　1　　　　11　　　　11　　　　11　　　　1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11　　　　11　　　　21　　　　11　　　　2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人所有　　　　1　　　　11　　　　11　　　　2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31　　　　21　　　　21　　　　．1　　　　．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川　　　　11　　　　11　　　　11　　　　11　　　　川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石油　．1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1水車　一1機関　．1発電　一1機関　．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　　　　　　　　　l　最大　　［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37001　　　6841　　　171　　　4501　　　421　　37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H：合名会社　　　　1　　　2661　　　401　　　　51　　　1001　　　211　　　26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l合資会社　　　　r　　　3501　　　351　　　　71　　　1261　　　　81　　　3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21641　　　1201　　　171　　　101　　　381　　21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N：個人所有　　　　1　　　8901　　　601　　　851　　110001　　　201　　110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151　　　　引　　　　　21　　　　．1　　　　．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合計　　　　　　　　1　　　37001　　　6841　　　　851　　110001　　　　421　　1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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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形態毎　職工規模別表

　　　　4．1　株式会社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1　　　　1　　　　1　　　　1　　　　1　　　　1　　　　1
1　　　　　　　　　1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531　1231　　301　1451　　631　15引　14．681　9．481　17．8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30－49人　　 1　　881　　661　　221　　841　　621　　881　22．351　24．601　38．661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531　1291　　241　1351　1231　1531　33．331　50．091　69．6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lOO－499人　　1　1661　1161　　501　1541　1461　1661　100．901　125．641　204．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500－999　 ，人．　　　　　　　1　　　　　　441　　　　　　231　　　　　　211　　　　　　441　　　　　　421　　　　　　441　　　190．301　　　539．451　　　705◆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日000人以上　　　　1　　　291　　　161　　　131　　　29｜　　　261　　　291　570．791　1510．041　1924．6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

l　　合言コr　　　　　　　　　　　　　l　　　　　　6331　　　　　　4731　　　　　　｜601　　　　　　5911　　　　　　4621　　　　　　6331　　　　82◆861　　　191．651　　　217．24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37．331　43．221　28．3］1　　21　　11　　101　　291　　291　　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22．471　190．471　37．611　　11　　31　　301　　491　　451　　491
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720．031　631．211　214．771　　11　　21　　501　　941　　981　　9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9351．6417873．3818987．111　　11　　51『　1001　3931　4001　47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17560．31131338．79117499．901　　251　　721　5001　6381　8461　99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1000人以上　　　　B82688．811469596．841633952．961　　　761　　　281　　10001　　30601　　30401　　377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36943．421154994．131201416．161　　　11　　　　11　　　101　　30601　　30401　　3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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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一一一一……一……一コ　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　．　l
l　　　　　　　　　1動力有　1動力無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I　　　　　l　　　　　l　　　　　l

l10・・29人　　1　　891　　641　　741　　61　　41　　31　　31　　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511　　371　　431　　41　　31　　11　　21　　5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81　　351　　931　　91　　71　　61　　41　11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100－499人　　1　1431　　231　1211　　131　　01　　81　　21　14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441　　．1　　401　　31　　01　　2｜　　11　　4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1000人以上　　　　1　　　271　　　　21　　　261　　　　01　　　　01　　　　11　　　　11　　　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721　　　1611　　　3971　　　351　　　141　　　211　　　131　　　47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771　1．001　1．001　24．671　2．331　2．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301　1．251　1．001　1．001　1．001　1．3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50－99人　　1　2．281　1．221　1．431　1．331　3．251　2．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931　2．151　　．1　2．131　1．001　2．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851　2．001　　．1　1．001　1．001　1．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2．881　　　　．1　　　　．1　　1．001　　1．001　　2．8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271　　1．601　　1．211　　4．901　　2．001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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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　　　　　　　　　　1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5．191　0．001　0．0011285．331　2．331　50．9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221　0．251　0．001　　．1　0．OOI　1．0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9．531　0．191　0．621　0．671　6．921　15．7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100－499人　　1　37．191　2．141　　．1　4コ21　0．001　32．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001　3．001　　．1　0．001　　．1　1．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4、191　　　　．1　　　　．1　　　　．1　　　　．1　　4．0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17．581　　1．251　　0．341　198．691　　3．171　　23．95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1　　11　　1｜　　2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1　　11　　．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マ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1　　11　　」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1000人以上　　　　1　　　　11　　　　．1　　　　．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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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　　　　　｝石油　．1　自家　ロ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1水車　」　機関　．1発電　□　機関　．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r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14｛　　11　　11　　661　　41　　6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49人　　 1　　81　　21　　11　　11　　11　　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5｝　　21　　31　　31　　61　　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mO－499人　　1　　471　　61　　．1　　71　　］1　　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51　　41　　．1　　11　　11　　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101　　　　．1　　　　．1　　　　11　　　　11　　　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71　　　61　　　31　　　661　　　　61　　　66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1　　　　［石油　．1自家　．1　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　発電　」　機関　．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721　　71　　41　　31　　31　　8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421　　41　　31　　11　　21　　5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931　　71　　71　　61　　41　1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201　　131　　01　　101　　21　1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401　　31　　01　　31　　11　　4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UOOO人以上　　　　1　　　261　　　　01　　　　01　　　　11　　　　11　　　271
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931　　　341　　　141　　　241　　　131　　　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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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1　ガス　ー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　発電　」　機関　」　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31．281　55．431　5．251　310．001　14．001　41．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5．081　26．751　4。171　3．001　3．001　23．1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65．011　15．291　8．571　9．331　22．501　55．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28．941　168．461　　．1　90．401　27．501　13L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75．051　366．671　　」　31．671　15．001　186．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462．321　　　　．l　　　　J　　95．001　　27．001　449．7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1．571　114．47［　　6．681　　86．791　　18．081　107．39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ロ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　発電　」　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8048．4118454．291　6．92158800．001　333．00111166．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30－49人　　11847．561　288．921　6．081　　．1　0．0011596．0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113779．621　105．901　27．291　128．271　481．67192274．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145799．68149737．771　　．17877．381　112．501128256．4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40334．36150833．331　　．1　58．331　　．141927．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340214．241　　　　．1　　　．1　　　　．1　　　　．1331352．7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パ

1合計　　　　　　　1109488．24133439．291　　19．14117002．351　256．0819581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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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1自家　一1ガス　ロ　原動　一1
｜　　　　　　　　　1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1　　21　　31　　301　　2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コ

130－49人　　1　　11　　21　　31　　3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51　　41　　1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100－499人　　1　　31　　21　　．1　　101　　20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　　51　1501　　．1　　251　　15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181　　　　．1　　　　．1　　　951　　　271　　　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21　　　　31　　　　11　　　　21　　　　1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I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7501　2401　　91　4501　　351　7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141　　401　　71　　31　　31　2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2461　　301　　171　　301　　421　324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37001　6841　　．1　2901　　351　37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9001　6001　　」　　401　　151　9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19501　　　　．1　　　　．1　　　951　　　271　　19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7001　　　6841　　　171　　　4501　　　421　　3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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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合名会社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561　　441　　121　　531　　301　　561　13．401　12．931　19．6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71　　231　　41　　251　　211　　271　20．201　27、431　40．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41　　261　　81　　291　　301　　341　34．451　44．201　68．3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321　　20i　　121　　311　　301　　321　54．421　139．071　183．0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31　　21　　11　　31　　21　　31　254．671　505．001　59L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　　合言†　　　　　　　　　　　　　　　1　　　　　　　　1521　　　　　　　1151　　　　　　　　371　　　　　　　1411　　　　　　　1131　　　　　　　1521　　　　　33．091　　　　　66．121　　　　　79．85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57．401　60．001　35．661　　11　　11　　101　　281　　281　　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90．171　201．061　32．651　　21　　11　　301　　481　　461　　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　832．401　699．481　244．911　　11　　21　　501　　961　　901　　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100－499人　　15134．8516710．3415666．151　　21　　161　1001　2491　3301　36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46241．3312450．0016241．331　1121　4701　5021　5021　5401　65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3328．141　8023．93110433．591　　　　11　　　　11　　　101　　　5021　　　5401　　　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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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　合名会社

l　　　　　　　　　l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機関　」　水車　」　機関　．1発電　」　機関　」　　機　．　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　　　　　l

l……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21　　341　　151　　31　　31　　01　　31　　2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71　　101　　101　　21　　21　　01　　31　　1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91　　151　　151　　21　　01　　11　　11　　191
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lOO－499人　　1　‘25｜　　71　　211　　41　　01　　01　　01　　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31　　．1　　31　　01　　01　　11　　0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61　　　661　　　641　　　111　　　　51　　　　21　　　　71　　　86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自家　一1　ガス　．1原動　．　l
l　　　　　　　　　l機関　．1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I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201　1．001　1．001　　．1　1．001　1．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30－49人　　1　1．001　1．501　1．001　　．l　l．001　1．0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071　1．001　　．1　2．001　3．001　1．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481　1．251　　．1　　．1　　．1　1．4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671　　　．1　　　．1　　1．001　　　．1　　3．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301　　　1．181　　　1．001　　　1．501　　　1．291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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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　自家　」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1水車　」　機関　」　発電　」　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0．171　0．001　0．001　　．1　0．001　0．1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0．001　0．501　0．001　　．1　0．001　0．0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0．071　0．001　　．1　　．1　　．1　0．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0．861　0．251　　．1　　．1　　．1　0．7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500－999人　　1　2．331　　．1　　．1　　．l　　J　1．OO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0．531　　0．161　　0．001　　0．501　　0．571　　0．48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ロ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11　　11　　11　　。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　　11　　11　　．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11　　．1　　2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1　　11　　」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1　　．1　　．1　　11　　．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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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1　　　　　　　　　1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1機関　コ　発電　．1機関　」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1　　11　　11　　．1　　1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　　21　　11　　，1　　1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1　　11　　．1　　21　　3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mO－499人　　1　　51　　21　　．l　　J　　．1　　51
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41　　．1　　．1　　11　　．1　　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1　　　　21　　　　11　　　　21　　　　31　　　　5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一1　　　　1石油　一1　自家　．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1機関　」　発電　．1機関　」　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51　　31　　31　　01　　31　　2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01　　11　　21　　01　　31　　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50－99人　　1　　151　　21　　01　　11　　11　　1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100－499人　　1　　211　　21　　01　　01　　01　　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500－999人　　1　　31　　01　　01　　11　　0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641　　　81　　　51　　　　21　　　　71　　　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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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1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3．441　5．001　4．101　　．1　3．331　10．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3．951　2．001　2．251　　．1　6．081　10．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0．111　2．501　　．1　5．001　21．001　9．6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7．221　35．001　　．1　　．l　　J　27．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12．671　　」　　．1　100．001　　．1　146．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1．911　　11．501　　3．361　　52．501　　7．041　　20．07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1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10．251　4．001　0．731　　．1　4．331　97．2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69．581　　」　1．131　　．1　6．521　188．3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93．261　0．501　　．1　　．1　　．1　86．7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931．6引　50．001　　．1　　．1　　．1　854．2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17829．331　　．l　　J　　．1　　．114896．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407．401　220．291　　1．671　4512．501　　43．431　133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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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1石油　．1　自家　．1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1機関　□　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1　　31　　31　　．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　　21　　21　　．1　　4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一一一一叶

150－99人　　1　　21　　21　　．1　　51　　21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口00－499人　　1　　21　　301　　．1　　．1　　．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500－999人　　1　　221　　．l　　J　 IOOI　　．1　　2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21　　　21　　　　51　　　　11　　　　1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合名会社

l　　　　　　　　　l蒸気□　　　　　1石油　一1　自家　．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1機関　．1発電　」　機関　一1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1人　　　1　　421　　71　　51　　．1　　51　　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561　　21　　31　　．1　　91　　5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　99　　人　　　　　　　　　1　　　　　　　401　　　　　　　　31　　　　　　　　．1　　　　　　　　51　　　　　　　211　　　　　　　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コ

1100－499人　　1　1291　　401　　．1　　．i　　．1　1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661　　．1　　．1　1001　　．1　26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661　　　401　　　51　　　1001　　　211　　　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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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資会社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i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581　1241　　341　1291　1091　1581　10．921　12．0引　17．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30－49人　　1　1051　　961　　91　　971　　851　105i　15．251　29．581　38．0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951　　881　　71　　901　　871　　951　18．001　57．131　69．3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751　　531　　221　　701　　711　　751　64．871　131．691　185．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1　　11　　．1　　11　　11　　11　39．001　475．001　514．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31　　　　21　　　　11　　　　31　　　　21　　　　31　1836。671　977．001　2488．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1　　　　．1　　　　11　　　　01　　　　01　　　　01　　　　」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381　　　3641　　　741　　　3901　　　3551　　　4371　　37．431　　57．961　　80．49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エ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38．041　54．841　28．231　　11　　11　　101　　291　　291　　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92．791　138．461　34．571　　11　　11　　301　　491　　481　　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595．121　434．971　193．001　　11　　41　　511　　951　　921　　9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5713．8817971，2517363．091　　11　　21　1001　3621　4081　4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ニ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l　　J　　．1　　．1　　391　4751　5141　　391　4751　5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7793977．331　6050．0014956276．001　　　1201　　　9221　　11521　　50581　　10321　　505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不明　　　　　　　l　　　　J　　　　．1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66826．161　8944．85168155．391　　　　11　　　　11　　　101　　50581　　10321　　50581

一 35一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　原動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1水車　．1機関　」　発電　．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　　　　　l

l10－29人　　1　　621　　961　　461　　121　　11　　11　　21　　6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571　　481　　451　　91　　11　　11　　21　　5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621　　331　　471　　101　　11　　11　　31　　6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100－499人　　1　　501　　251　　421　　71　　21　　11　　11　　501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1　　．1　　11　　0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31　　　　．1　　　　31　　　　01　　　　01　　　　11　　　　0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1　　　　01　　　　01　　　　01　　　　01　　　　01　　　　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351　　　20引　　　1841　　　381　　　　51　　　　51　　　　81　　　235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自家　．1　ガス　」　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I　　　　　l　　　　　l　　　　　l　　　　　l

l10－29人　　1　1．001　1．251　1．001　1．001　1．001　1．0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30－49人　　1　1．071　1．331　1．001　1．001　1．501　1．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361　1．001　1．001　1．001　1．001　1．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　　ノ＼　　　　　　　　1　　　　　1．881　　　　　1．431　　　　　1．001　　　　　1◆001　　　　　1・001　　　　　1．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OOI　　．1　　．1　　．1　　．1　2．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lOOO人以上　　　　1　　4．001　　　　．1　　　　．1　　7．001　　　　．1　　6．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361　　1．241　　1．001　　2．201　　1．131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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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l　　　　　　　　　　I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110－29人　　1　0．001　0．391　　．1　　．1　0．001　0．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30－49人　　1　0．061　0．251　　．1　　．1　0．501　0．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931　0．001　　．1　　．1　0．001　1．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201　0．621　0．001　　．1　　．1　2．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001　　　　．｜　　　　．1　　　　．l　　　　J　　24．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l　　L241　　0．291　　0．001　　7．201　　0．121　　1．52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　機　一　l
r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7－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1　　．1　　．1　　．1　　．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口000　人以上　　　　1　　　　31　　　　．1　　　　．1　　　　71　　　　．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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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一［　自家　ロ　　ガス　ロ　原動　．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　　　　　l　　　　　l　　　　　l

l10－29人　　1　　11　　31　　11　　1｛　　1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1　　21　　U　　11　　2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01　　11　　11　　11　　11　　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71　　31　　11　　11　　11　　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1　　．1　　．1　　．1　　．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51　　　　．1　　　　．1　　　　71　　　　．1　　　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01　　　　31　　　　］1　　　　71　　　　21　　　1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451　　81　　11　　11　　2r　　5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一一一l

l30－49人　　1　　451　　61　　11　　11　　21　　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461　　71　　11　　11　　31　　5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391　　31　　21　　11　　11　　4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1　　0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口000人以上　　　　1　　　　21　　　　01　　　　01　　　　11　　　　0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01　　　　01　　　　01　　　　01　　　　01　　　　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781　　　241　　　51　　　51　　　　81　　　2171

一 38一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　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13．601　2．591　2．001　1．001　3．501　11．2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7．441　6．421　7．001　5．001　8．001　7．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9．201　12．291　1．001　1．001　4．001　16．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46．631　8．001　2．021　10．001　6．001　42．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50．001　　．1　　．1　　．1　　．1　5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68．001　　　　．1　　　　．1　126．001　　　　．1　13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1．541　　7．051　　2．811　　28．601　　5．131　　19．36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自家　ロ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1水車」機関．1発電．1機関．1機馬」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コニ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83．201　7．431　　．1　　．1　0．50｜　165．5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73．601　46．441　　．1　　．1　0．001　64．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2983．591　157．901　　．1　　．1　3．0012396．7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弓

1100－499人　　15596，401　39．001　1．901　　．1　　．15100．671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　　・1　　・1　　・1　　◆1　　’1　　’1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2888．001　　　　．1　　　　．1　　　　．1　　　　．120402．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i－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合計　　　　　　　1　2275．821　　72．411　　6．161　2978．301　　4．701　208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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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　機関　．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21　　11　　21　　1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　　21　　71　　51　　8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21　　11　　11　　31　　1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51　　31　　11　　101　　6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501　　．1　　．1　　．1　　．1　　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301　　　　．l　　　　J　　　　1261　　　　．1　　　3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川　　　　31　　　　11

　　明治35年工場通寛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1　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　水車　．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1　　　　　｝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641　　91　　21　　11　　41　　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471　　201　　71　　51　　81　　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501　　351　　11　　11　　61　3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3301　　151　　31　　101　　61　33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501　　」　　．1　　．1　　．1　　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061　　　　．1　　　　．1　　　1261　　　　．1　　　23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l　　　　J　　　　．l　　　　J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501　　　351　　　　71　　　1261　　　　81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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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類似団体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4311　2961　1351　3711　3241　4311　8．341　14．241　17．8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391　1461　　931　2101　2261　2391　9．621　30．861　37．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071　1481　　591　1851　2031　2071　17．37｝　52．771　67．2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931　　531　　401　　831　　911　　931　40．001　142．851　175．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　　31　　31　　．1　　31　　31　　31　217．671　341．671　559．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11　　　　11　　　　。1　　　　11　　　　11　　　　11　1203．001　134．001　1337．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9741　　　6471　　　3271　　　8531　　　8481　　　9741　　15．831　　42．991　　51．30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43．911　55．831　34．461　　11　　11　　101　　291　　291　　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33．811　116．401　33．211　　11　　11　　301　　491　　481　　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488．391　450．711　201．791　　　11　　　21　　　501　　　981　　　961　　　991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3833．9015003．9816507．691　　21　　91　1001　2621　3901　4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56746．33186158．3315306．331　　481　　201　5101　4901　5951　64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IOOO人以上　　　　l　　　　J　　　　．1　　　　．1　　12031　　　1341　　13371　　12031　　　1341　　133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548．581　2670．311　5255．681　　　　11　　　　11　　　101　　12031　　　5951　　1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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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　　　原動機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　　　　　1石油　，1　自家　一1　ガス　ロ　原動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　．　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421　2891　　511　　831　　51　　01　　51　1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引1　　881　　691　　721　　31　　11　　71　15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451　　621　　791　　551　　41　　21　　81　14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631　　301　　321　　261　　11　　11　　51　　6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31　　．1　　11　　21　　01　　01　　0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1　　　　。1　　　　11　　　　1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051　　　4691　　　2331　　　2391　　　131　　　　41　　　251　　　505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l　　　　l石油　」　自家　ロ　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1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691　1．011　1．201　　．1　1．201　1。2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61　1．101　1．001　1．001　4．001　1．2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061　1．221　3．001　1．001　1．131　1．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　　ノ＼　　　　　　　　　1　　　　　1．631　　　　　1．961　　　　　2．001　　　　　2．001　　　　　　1．801　　　　　　1．8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001　2．001　　．1　　．1　　．1　2．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nOOO　人以上　　　　1　　13．001　　2．001　　　　．l　　　　J　　　　．1　　15．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合計　　　　　　　1　　1．361　　1．201　　1．771　　1．251　　2．081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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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l　　　　l石油　．1自家　．1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1発電　．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8．901　0．011　0．201　　」　0．201　3．28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0．611　0．371　0．001　　．1　28．331　1．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0，061　1．841　11．331　0．001　0．121　1．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631　12．441　　．1　　．1　3．201　6．6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　2．001　　．1　　．1　　．1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1　　　　・1　　　　・1　　　　・l　　　　J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131　　1．931　　3．691　　0．251　　9．241　　3．04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l　　　　l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ニ…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1　　11　　11　　1　　11　　11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1　　11　　21　　2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1　　11　　．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31　　　　21　　　　．1　　　　．1　　　　．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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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　ガス　」　原動　．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1発電　」　機関　．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201　　21　　2｝　　．1　　21　　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71　　61　　11　　11　　15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1　　111　　81　　11　　2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01　　191　　21　　21　　51　　1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1　　31　　．1　　．1　　．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31　　　　21　　　　．1　　　　．1　　　　．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01　　　191　　　81　　　21　　　151　　　20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1石油　」　自家　」　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r発電　．1機関　．1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口0－29人　　1　　471　　411　　51　　11　　51　　9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571　　321　　31　　31　　71　10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691　　301　　41　　2｝　　81　1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51　　141　　21　　11　　51　　4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1　　11　　01　　01　　0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1　　　　1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合計　　　　　　　1　　　2001　　　1191　　　141　　　　71　　　251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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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　　　　　1石油　．1自家　」　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令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2．741　3．241　3．301　2。001　5．501　8．021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9．361　3．711　9．331　3．671　11．291　7．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7．341　6．201　8．001　3．001　11．131　7．4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05．181　9．791　13．501　10．001　10．801　63．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60．001　120．001　　．1　　．1　　．1　9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620．OOI　　16．001　　　　．1　　　　．1　　　　．1　636．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4．741　　5．971　　7．391　　4．141　　9．981　　16．9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1水車　．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1643．601　17．541　4．451　　．1　9．001　816．7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458．041　6．271　37．331　1．331　166．571　274．5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4．041　78．721　6．001　8．001　127．271　102．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184688．231　79．721　24．501　　．1　90．20川03003．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　　．1　　．1　　．1　　．1180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25628．141　152．481　　23．551　　8．81｜　100．5511452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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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1発電　□　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11　　11　　21　　21　　2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　　11　　41　　3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1　　11　　51　　1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100－499人　　1　　41　　21　　101　　101　　3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601　1201　　．1　　．1　　．1　　6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6201　　　161　　　　．1　　　　．1　　　　．1　　　63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川　　　　21　　　　川　　　　21　　　　1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　　　　　1石油　一↓・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ニー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811　　　251　　　　71　　　　21　　　101　　　28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471　　101　　161　　51　　381　1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721　　501　　101　　51　　331　　7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1641　　301　　171　　101　　271　21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601　1201　　．1　　．1　　．1　1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6201　　　161　　　　．1　　　　．1　　　　．1　　　63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1641　　　1201　　　171　　　101　　　381　　2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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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個人所有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I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36721　35361　1361　27731　28821　36721　8．421　13．281　16．7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9181　8731　　451　7701　8131　9181　12．221　30．461　37．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5171　4821　　351　4531　4801　5171　18．751　53．111　65．7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011　1731　　281　1751　1851　2011　43．551．154．451　180．0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51　　51　　」　　51　　51　　51　77．401　500．601　578．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1　　　　11　　　　．1　　　　自　　　　01　　　　11　1623．001　　　　」　1623．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31　　　　11　　　　21　　　　01　　　　01　　　　01　　　　．1　．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3171　　50711　　　2461　　41771　　43651　　53141　　12．181　　27．401　　32．08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48．581　45．191　30．051　　11　　11　　101　　291　　291　　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90．221　113．631　32．221　　11　　11　　301　　491　　481　　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542．731　406．701　176．491　　11　　21　　501　　991　　991　　9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3860．8917096．9317118．231　　11　　31　1001　3351　4801　4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10164．80115180．8015773．501　　241　3161　5281　2571　6621　7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人以上　　　　1　　　　．1　　　　．1　　　　．1　　16231　　　　．1　　16231　　16231　　　　・1　　16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　．1　　　　．1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978．381　1555．781　2177．851　　　　11　　　　11　　　101　　16231　　　6621　　16231

一 47一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　　　　　　　　　1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機関」水車」機関一1発電一1機関」機一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

110－29人　　1　8751　27971　4891　2961　　551　　141　　251　87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4851　4331　3181　145｜　　221　　41　　81　48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441　1731　2431　　921　　71　　11　　101　34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コ

1100－499人　　1　1411　　601　　971　　431　　31　　31　　11　14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41　　11　　41　　01　　01　　01　　01　　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1　　　　．1　　　　11　　　　0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今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31　　　　01　　　　01　　　　01　　　　01　　　　01　　　　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8501　　34671　　11521　　　5761　　　871　　　221　　　441　　1850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1発電　．1機関　．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1．091　1．481　1．041　1．571　1．241　1．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3σ一49人　　 1　1．16｛　1．101　1．001　1．251　1．131　1．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50－99人　　1　1．141　1．131　1．001　2．001　1．001　1．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601　1．191　1．331　2．001　1．001　1．5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001　　．1　　．1　　．1　　．1　2．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3．001　　　　．1　　　　．1　　　　．1　　　　．1　　3．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71　　1．301　　1．031　　1．591　　1．161　　1．231

一 48一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自家　」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0．461　21．841　0．041　1．341　1．441　7．7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281　0．351　0．001　0．251　0．121　0．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50－99人　　1　0．371　0．251　0．001　　．1　0、001　0．3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7．761　0．201　0．331　3．001　　．1　5．6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0．671　　．l　　J　　．1　　．1　0．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人以上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301　　11．381　　0．031　　1．211　　0．831　　4．4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1発電　．1機関　」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11　　11　　2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1　　11　　11　　11　　11　　11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1　　・1　　・1　　・l　　J　　l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31　　　　．1　　　　．1　　　　．l　　　　J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一 49一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　自家　．1　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水車」機関」発電．1機関」　機．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i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41　　801　　21　　51　　71　　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51　　71　　11　　21　　2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パ

150－99人　　1　　81　　51　　11　　21　　11　　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281　　31　　21　　41　　11　　2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31　　．1　　．1　　．1　　．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31　　　　．1　　　　．1　　　　．1　　　　．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l　　　　j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r合計　　　　　　1　　　281　　　801　　　21　　　　51　　　　71　　　80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目0－29人　　1　4751　1341　　531　　151　　241　69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3C61　　671　　221　　51　　81　39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311　　601　　71　　11　　101　3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761　　261　　31　　31　　11　10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41　　01　　01　　01　　01　　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11　　　　0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01　　　　01　　　　0i　　　　o1　　　　01　　　　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0931　　　2871　　　851　　　241　　　431　　15061

一 50一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l　　　　l石油　．1自家　一1　ガス　。1原動　．1
1　　　　　　　　　　1機関　．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6．911　3．451　6．001　7．131　6．311　6．1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5．311　4．761　5．051　8．601　7．191　5．4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3．081　8．621　6．431　20．001　6．001　12．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8．291　13．411　4．8313668．331　5．001　121．5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37．501　　．1　　．1　　．1　　．1　37．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55．001　　　　．1　　　　．1　　　　．1　　　　．1　　55．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711、　　5．741　　5．741　465．631　　6．371　　15．34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92．581　16，901　125．651　26．271　17．841　78．3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36．301　57．661　4．621　34．801　33．281　39．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3531．631　79．941　4．701　　．1　5．5612764．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710．711　96．161　5．581403150021　　．11151065．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911．001　　．1　　．1　　．1　　．1　91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日000人以上　　　　1　　　　．1　　　　．1　　　　．1　　　　．1　　　　．1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i　　　　．1　　　　．l　　　　J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65．551　　55．841　　79．6415034725．811　　16．72180995．971

一 51一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1　　11　　21　　1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30－49人　　1　　1r　　1｝　　21　　3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11　　31　　20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i　　31　　31　　21　　5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51　　．1　　．1　　．1　　．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551　　　　．1　　　　．1　　　　．l　　　　J　　　　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合計　　　　　　　1　　　　11　　　　11　　　　21　　　　11　　　　11　　　　1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1　　　　　　　　　1蒸気　．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　原動　．　l
l　　　　　　　　　　｜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1機関　一1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I

l10－29人　　1　1001　　301　　851　　151　　201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471　　601　　101　　151　　161　　6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8901　　401　　101　　201　　101　89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001　　351　　81　110001　　51　110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　　801　　．1　　．1　　．1　　．1　　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551　　　　」　　　　．1　　　　．1　　　　．1　　　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　　　　」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901　　　601　　　851　　110001　　　201　　110081

一 52一



4．6　その他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　　　　　l　l企業の工場数　　l　　　　I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　　　　　l　　　　　l　　　　l　　　　l

日0－29人　　1　　331　　281　　51　　181　　281　　331　7．941　15．181　17．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61　　171　　91　　141　　251　　261　8．001　36．121　39．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61　　71　　91　　121　　141　　161　17．921　57．931　64．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81　　51　　31　　71　　71　　81　36．711　141．861　156．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引　　　　571　　　261　　　511　　　741　　　831　　14．251　　42．321　　、46．49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
「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5．581　52．371　37．921　　11　　21　　101　　161　　261　　2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3．851　68．361　30．121　　11　　41　　301　　361　　491　　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980．271　53．301　125．851　　11　　501　　511　　891　　721　　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2008．2413875．8113080．501　　21　　931　1111　1341　2651　28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94．071　1662．391　1908．571　　　11　　　21　　　101　　　1341　　　2651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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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　　　原動機　一　　1　　　　1　　　　1　　　　1　　　　　1　　　　1　　　　　1
1　　　　　　　　　1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　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1機関　。1　機　一　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I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91　　241　　61　　31　　01　　01　　01　　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1　　151　　91　　11　　11　　01　　0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1　　51　　101　　11　　01　　01　　0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31　　51　　21　　11　　01　　01　　0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41　　　491　　　271　　　　61　　　　11　　　　01　　　　01　　　34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　発電　」　機関　」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001　1。001　　」　　．l　　J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331　1，001　1．001　　」　　．1　1．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001　LOOI　　J　　．1　　．1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001　8，001　　．l　　J　　．1　3．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1．111　　2．171　　1．001　　　　．1　　　　．1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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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一　1
｝　　　　　　　　　1　台数　　1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0．001　0．001　　．l　　J　　．1　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30－49人　　 1　1．001　　．1　　」　　．1　　．1　0．8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0．001　　．1　　．1　　．1　　．1　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0．001　　．1　　．1　　．1　　．1　16．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0．331　　8．171　　　　．1　　　　．1　　　　．1　　1．67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l　　　　l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1檎関　．1発電　」　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日O－29人　　 1　　田　　11　　．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30－49人　　｝　　11　　11　　1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50－99人　　 1　　11　　11　　」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1　　81　　．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11　　　　11　　　　1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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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1　　　　1石油　．1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1水車　」　機関　．1発電　」　機関　．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口0－29人　　 1　　日　　刊　　・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4｜　　11　　11　　．1　　．1　　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1　　11　　．l　　J　　J　　l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11　　81　　．1　　．1　　．1　　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　　　　81　　　　1r　　　　．1　　　　．1　　　　8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t　　　　　l　　　　　l　　　　　l　　　　　｜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51　　11　　01　　01　　01　　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71　　01　　11　　01　　01　　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01　　11　　01　　01　　0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1　　01　　01　　01　　0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241　　　　21　　　　11　　　　01　　　　0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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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一l　　　　l石油　．1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1
1　　　　　　　　　1馬力数　1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ト……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令…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6．101　2．OOI　　．1　　．1　　．1　5．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30－49人　　1　6．001　　．1　2．001　　．1　　．1　5．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7．251　3．001　　．1　　．1　　．1　6．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0．501　　．1　　．1　　．1　　．1　10．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6．921　　2．501　　2．001　　　　．1　　　　．1　　6．41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　　　　　1石油　一1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6．551　　．1　　．1　　．｜　　」　8．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6．001　　．l　　J　　．1　　．1　15．7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L461　　．1　　．1　　．1　　．1　20．9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2．501　　．1　　．1　　．1　　．1　12．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5．821　　0．501　　　　．1　　　　．｜　　　　．1　　1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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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　　　　　1石油　．1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l　　　　l　　　　i　　　　l　　　　l　　　　l　　　　l

llO－29人　　1　　31　　2i　　．1　　．｛　　．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　　31　　．｛　　21　　」　　．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1　　31　　．l　　J　　．1　　引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81　　．1　　．1　　．1　　．1　　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31　　　21　　　　21　　　　．1　　　　．1　　　　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l　　　　l石油　．1自家　」　ガス　．1原動　．　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91　　21　　．1　　．1　　．1　　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41　　」　　21　　．1　　．1　　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令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51　　31　　．1　　．1　　、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31　　．1　　．1　　．1　　．1　　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51　　　31　　　21　　　　．1　　　　．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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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所有形態毎　産業大分類別表

　　　5．1　株式会社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I　　　　l　　　　l　　　　l　　　　l　　　　l　　　　l　　　　l　　　　l
l染織エ場　　　　　1　　　2971　　　2191　　　781　　　2571　　　2851　　　2971　　70．581　283．561　333．1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541　　　411　　　131　　　541　　　　91　　　541　239．351　　49．001　247．5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241　　　881　　　361　　　1241　　　801　　　1241　　64．341　　26．561　　81．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飲食物工場　　　　1　　　681　　　581　　　101　　　681　　　421　　　681　　59．971　　90．141　115．6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雑］二場　　　　　　　　　　　　1　　　　　　　691　　　　　　　551　　　　　　　141　　　　　　　671　　　　　　　391　　　　　　　691　　　　66．931　　　　33◆211　　　　83．7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11　　　121　　　　91　　　211　　　　71　　　211　　65．001　　11．571　　68．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6331　　　4731　　　1601　　　5911　　　4621　　　6331　　82．861　191．651　217．24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エ場　　　　　116217．211222042．501335471．221　　　　11　　　　11　　　101　　　8141　　30401　　377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253915．141　4670．001254964．631　　　81　　　　51　　　101　　30601　　　2231　　306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4528．101　1161．641　7376．461　　　　21　　　　11　　　101　　　3611　　　2001　　　4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飲食物工場　　　　121828．75142908．71155212．831　　　41　　　　11　　　101　　11161　　　9241　　114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雑工場　　　　　　1　8092．401　2462．85114234．981　　　101　　　　21　　　101　　　4831　　　2651　　　59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8542．601　　29．621　9334．431　　　　61　　　　41　　　101　　　3101　　　201　　　3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36943．421154994．131201416．161　　　11　　　　11　　　101　　30601　　30401　　3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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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　　　原動機　一　　1　　　　　1　　　　　1　　　　　1　　　　　1　　　　　1　　　　　1

1　　　　　　　　　1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一…………一一一叫　機関　」　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　一　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441　　　531　　　2111　　　261　　　　51　　　　51　　　　21　　　24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411　　　　131　　　371　　　　01　　　　11　　　　41　　　　01　　　　4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811　　　431　　　741　　　　41　　　　21　　　　11　　　　01　　　8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飲食物工場　　　　1　　　481　　　201　　　421　　　　11　　　　21　　　　31　　　　21　　　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391　　　　301　　　　241　　　　11　　　　41　　　　51　　　　51　　　　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特別工場　　　　　1　　　191　　　　21　　　　91　　　　31　　　　01　　　　31　　　　41　　　　1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721　　　1611　　　3971　　　351　　　141　　　211　　　131　　　47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　　　　　l　　　　　l　　　　　l

l染織工場　　　　　1　　　1．481　　　1．311　　　1．001　　　1．201　　　1．001　　　1．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271　　　　．1　　2．001　　3．001　　　　．1　　　2．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4．821　　3．501　　1．001　　1．001　　　　．1　　4．6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691　　1．001　　1．001　　1．001　　　1。001　　　1．6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31　　2，001　　1．501　　1．401　　1．001　　1．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5．561　　1．671　　　　．1　　24．671　　4．251　　7．6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271　　1．601　　1．211　　4．901　　2．001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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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自家　」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1　機　．　1
｝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11　　0．541　　0．001　　0．201　　0．001　　1．0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機械器具工場　　　1　　5．591　　　　．1　　　　．1　　　7．331　　　　．1　　8．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74．311　　3．001　　0．001　　　　J　　　　J　　68．5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3．001　　　　．1　　0．001　　0．001　　0．001　　2．66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0．111　　　　．1　　1．001　　0．801　　0．001　　0．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7．531　　1．331　　　　．1　1285．331　　2．921　214．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7．581　　1．251　　0．341　198．691　　3．171　　23．95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　自家　．1ガス　．1原動　．　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　　　　21　　　　1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　　　　21　　　　11　　　　1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2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特別工場　　　　　1　　　　11　　　　11　　　　．1　　　　21　　　　2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刊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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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1　自家　」　ガス　．1原動　．　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卜………………－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01　　　41　　　11　　　　21　　　　11　　　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1　　　　．1　　　　21　　　　71　　　　．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471　　　　6｝　　　　11　　　　11　　　　．1　　　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飲食物工場　　　　1　　　　81　　　　11　　　　N　　　　ll　　　　川　　　　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1　　　　21　　　　31　　　　31　　　　1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71　　　　31　　　　」　　　　661　　　　61　　　661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71　　　61　　　31　　　661　　　　61　　　66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1原動　．　l

l　　　　　　l機関．1水車」機関．1発電．1機関□機馬」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091　　　241　　　　51　　　　71　　　　21　　　24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71　　　　01　　　　11　　　　51　　　　01　　　4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721　　　　51　　　　21　　　　11　　　　01　　　　7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421　　　　01　　　　21　　　　31　　　　21　　　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41　　　　11　　　　41　　　　51　　　　51　　　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91　　　　41　　　　01　　　　31　　　　41　　　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931　　　341　　　141　　　241　　　131　　　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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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ロ　　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I　　　　l　　　　l　　　　l　　　　l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2．521　　79．711　　4．601　107．431　　4．501　108．7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42．331　　　　．1　　7．00｛　　30．001　　　　．1　　42．03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02．331　320．001　　11．001　　10．001　　　　．1　113．9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63．021　　　　．1　　6．001　　41．001　　2｛．001　　60．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9，651　　2．001　　7，381　　5．601　　12．801　　21．4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特別工場　　　　　1　892．941　　94．251　　　　．1　340．001　　30．001　477．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1．571　114．471　　6．681　　86．791　　18．081　107．39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1　自家　一1　ガス　．1原動　．1

1　　　　　　　　　　1機関　」　水車　□　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I　　　　l

l染織工場　　　　　172477．10121092．481　　2．301　9111．291　　0．50165438．7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327．971　　　　．1　　　　．1　600．001　　　　．1　3446．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38581．31181793．501　　32．001　　　　．1　　　　．142579．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33865．081　　　　．1　　18．001　2308．001　　72．00130434．441
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647．941　　　　．1　　42．561　　42．801　208．201　538．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2205376．15112232．251　　　　．136300．001　358．0011092210．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川09488．24133439．291　　19．14117002．351　256．0819581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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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一l　　　　l石油　一1自家　．1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I　　　　l　　　　l
l染織工場　　　　　1　　　　11　　　　21　　　　31　　　　151　　　　4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1　　　　．1　　　　71　　　101　　　　」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　　　291　　　　71　　　　10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1　　　　」　　　　31　　　　31　　　　15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1　　　　21　　　　31　　　　11　　　　引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苧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41　　　　21　　　　．1　　　1201　　　　2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21　　　　31　　　　11　　　　21　　　　1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K：株式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　　　　　　l　　　　　l　　　　　l

l染織工場　　　　　1　　19501　　　6001　　　　71　　　2901　　　　51　　19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セ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141　　　　．1　　　　71　　　　701　　　　．1　　　2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381　　　6841　　　151　　　101　　　　」　　　113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2001　　　　．1　　　　91　　　951　　　271　　12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001　　　　21　　　　171　　　　171　　　　351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37001　　　2401　　　　．1　　　4501　　　421　　37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7001　　6841　　　171　’　4501　　　421　　3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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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合名会社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I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671　　　541　　　131　　　591　　　651　　　671　　16．631　　96．801　108．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1　　　　81　　　　31　　　111　　　　21　　　111　102．091　　12．001　104．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51　　　141　　　　11　　　151　　　121　　　151　　40．001　　17．831　　54．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301　　　221　　　　81　　　301　　　131　　　301　　22．471　　29．231　　35．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71　　　151　　　121　　　24「　　　201　　　271　　46．501　　27．951　　62．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1　　　　21　　　　．1　　　21　　　　11　　　　21　　85．501　　3．001　　87．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521　　　1151　　　371　　　1411　　　1131　　　1521　　33．091　　66．121　　79．85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　　　　　1　　　　　1　　　　　1　　　　　1　　　　　1　　　　　1　　　　　1

1染織工場　　　　　1　807．03111278．07115227．341　　　　11　　　　11　　　111　　　1501　　　5401　　　65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21957．091　　0．00121677．821　　　171　　　121　　　171　　　5021　　　121　　　50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398．141　309．241　3654．641　　　　41　　　　21　　　101　　　1951　　　611　　　22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52．051　528．191　999．221　　　41　　　21　　　111　　　701　　　801　　1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3312．261　1121．631　5121．271　　　41　　　　11　　　101　　　2261　　　1151　　　29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20．501　　　　．1　162．001　　　751　　　31　　　781　　　961　　　31　　　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合計　　　　　　　1　3328．141　8023．93110433．591　　　W　　　　11　　　101　　　5021　　　5401　　　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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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　　　原動機　一　　l　　　　l　　　　l　　　　　l　　　　　｜　　　　l　　　　I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一　｜

1　　　　　　　　　1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1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481　　　191　　　371　　　　81　　　　21　　　　01　　　　11　　　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71　　　　41　　　　51　　　　11　　　　01　　　　11　　　　11　　　　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91　　　　61　　　　71　　　　11　　　　11　　　　01　　　　11　　　　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91　　　211　　　　61　　　　11　　　　21　　　　01　　　　11　　　　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雑工場　　　　　　　1　　　　111　　　　161　　　　81　　　　01　　　　01　　　　11　　　　2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1　　　　．1　　　　11　　　　01　　　　01　　　　01　　　　1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61　　　661　　　641　　　111　　　　51　　　　21　　　　71　　　86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一1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I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221　　　1．251　　1．001　　　　．1　　　1．001　　　1．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801　　　1．001　　　　」　　　1．001　　　1．001　　　1，7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ニ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41　　1．001　　1．001　　　　．1　　1．001　　1．2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OOl　　1．001　　1．001　　　　．1　　　1．001　　　1．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631　　　　．1　　　　．1　　2．001　　1．001　　1．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特別工場　　　　　1　　2．001　　　　．1　　　　．1　　　　．1　　3．001　　2．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301　　1．181　　1．001　　1．501　　　1，291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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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1　　　　　　　　　　1機関　，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司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0．401　　0．211　　0．001　　　　．1　　　　．1　　0．3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201　　　　．1　　　　．1　　　　．1　　　　．1　　2．2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0．141　　　　．1　　　　．1　　　　．1　　　　．1　　0．1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0．001　　　　．1　　0．001　　　　．1　　　　．1　　0．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0．271　　　　．1　　　　．1　　　　．1　　0．001　　0．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1　　　　．1　　　　．1　　　　．1　　0．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0．531　　0．161　　0．001　　0．501　　0．571　　0．48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一1自家　」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1　　　　11　　　　・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1　　　　．1　　　　11　　　　11　　　　自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化学工場　　　　　1　　　　11　　　　11　　　　11　　　　．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1　　　　11　　　　．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川　　　　．1　　　　．1　　　　2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ヘ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1　　　　．1　　　　．1　　　　．1　　　　引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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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l　　　　l石油　」　自家　．1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41　　　　21　　　　11　　　　．1　　　　刊　　　　　引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51　　　　11　　　　．1　　　　11　　　　11　　　　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1　　　　11　　　　11　　　　．1　　　　川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1　　　　11　　　　．1　　　　川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1　　　　．1　　　　．1　　　　21　　　　1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1　　　　．1　　　　．1　　　　．1　　　　3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1　　　21　　　　11　　　　21　　　　31　　　　5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怜　合名会社

1　　　　　　　　　1蒸気」　　　　　1石油　□　自家　．1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371　　　　51　　　　21　　　　01　　　　11　　　4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r機械器具工場　　　1　　　　51　　　　11　　　　01　　　　川　　　　　11　　　　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71　　　　11　　　　11　　　　01　　　　11　　　　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61　　　　11　　　　21　　　　01　　　　11　　　　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81　　　　01　　　　01　　　　11　　　　2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　　　　01　　　　01　　　　01　　　　1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641　　　　81　　　　51　　　　21　　　　71　　　831

一 68一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一1　　　　1石油　一1　自家　」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機馬　一1
1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7．371　　15．401　　4．151　　　　」　　　5．001　　16．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50．321　　3．001　　　　．1　100．001　　1．001　　50．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5．861　　5．001　　1．501　　　　．1　　5．001　　21．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2．501　　7．001　　3．501　　　　．1　　4．001　　10．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6．501　　　　．1　　　　．1　　5．001　　6．631　　20．9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40．001　　　　．1　　　　．1　　　　．1　　21．001　　30．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1．911　　11．501　　3．661　　52．501　　7．041　　20．07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一1　　　　1石油　」　自家　」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841．661　332．80｜　　1．451　　　　．1　　　　．1　1547．7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449，611　　　　．1　　　　．1　　　　．1　　　　．1　4067．4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

l化学工場　　　　　1　918．811　　　　．1　　　　．1　　　　．1　　　　．1　784．7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55．101　　　　．1　　0．501　　　　」　　　　．1　　49．7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雑工場　　　　　　1　120．861　　　　．l　　　　J　　　　．1　　11．281　176．8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特別工場　　　　　1　　　　．1　　　　．1　　　　．l　　　　J　　　　．1　180．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407．401　220．291　　1．671　4512．501　　43．431　133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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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1石油　．1自家　」　ガス　」　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21　　　　31　　　　．1　　　　5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41　　　　31　　　　．1　　　100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71　　　　51　　　　21　　　　．1　　　　5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飲食物工場　　　　1　　　　51　　　　71　　　　引　　　　　．1　　　　41　　　　引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川　　　　　．1　　　　．1　　　　51　　　　41　　　　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

l特別工場　　　　　1　　　401　　　　．1　　　　．1　　　　．1　　　　211　　　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21　　　　21　　　　51　　　　11　　　　1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H：合名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I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661　　　401　　　51　　　　．1　　　　51　　　26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291　　　　31　　　　．1　　　1001　　　　11　　　1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851　　　　51　　　　21　　　　．1　　　　51　　　8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51　　　　71　　　　41　　　　．1　　　　41　　　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421　　　　．1　　　　．1　　　　51　　　　91　　　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401　　　　．1　　　　．1　　　　．1　　　211　　　40r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661　　　401　　　　51　　　1001　　　211　　　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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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合資会社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　　染織工場　　　　　　　　　1　　　　　　2311　　　　　　1941　　　　　　　371　　　　　　1861　　　　　　2261　　　　　　23↑1　　　　11．091　　　　69．781　　　　77．｜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11　　　161　　　　51　　　211　　　　41　　　211　313．141　　4．251　313．9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イヒ学ユニ場　　　　　　　　1　　　　　　681　　　　　　491　　　　　　191　　　　　　671　　　　　　531　　　　　　671　　　　37．481　　　46．091　　　　73．9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661　　　561　　　101　　　661　　　421　　　661　　16。381　　18．071　　27．88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511　　　481　　　　31　　　491　　　301　　　511　　47．711　　52．901　　76．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　　　　11　　　　．1　　　　11　　　　01　　　　11　　30．001　　　　．1　　3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合計　　　　　　　1　　　4381　　　3641　　　741　　　3901　　　3551　　　4371　　37．4引　　57．961　　80．49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I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477．811　8975．15110999．131　　　　11　　　　21　　　101　　　1621　　10321　　115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1190239．231　　14．9211189780．751　　　101　　　　21　　　101　　50581　　　101　　505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426．221　3920．971　7412．721　　　　41　　　　11　　　101　　　2891　　　2901　　　39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68．151　367．731　486．051　　　　21　　　　11　　　101　　　571　　　1051　　　1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3566．62127927．33130673．081　　　　31　　　　41　　　101　　　3321　　　9221　　125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1　　　　．1　　　301　　　　．1　　　301　　　301　　　　．1　　　3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66826．161　8944．85168155．391　　　　11　　　　11　　　101　　50581　　10321　　5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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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461　　　851　　　1131　　　331　　　　21　　　　11　　　　01　　　14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41　　　　71　　　　111　　　　01　　　　11　　　　11　　　　21　　　　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ニ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11　　　471　　　201　　　　01　　　　11　　　　01　　　　01　　　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301　　　361　　　251　　　　51　　　　01　　　　01　　　　01　　　3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31　　　281　　　141　　　　01　　　　11　　　　31　　　　61　　　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　　　　．1　　　　11　　　　0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351　　　2031　　　1841　　　381　　　　51　　　　51　　　　81　　　235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　合資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1　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1発電　．1機関　」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251　　1．211　　1．001　　1．001　　　　．1　　1．2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731　　　　．1　　　1．001　　　7．001　　　1．501　　　2．9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751　　　　．1　　　1．001　　　　、1　　　　．1　　　1．7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081　　1．401　　　　．1　　　　．1　　　　．1　　　1．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211　　　　．l　　　LOO1　　　1．001　　　1．001　　　1．1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001　　　　．1　　　　．1　　　　．1　　　　．1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361　　1．241　　LOO1　　2．201　　1．131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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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　合資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　発電　」　機関　．1　機　一　l
l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台数計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i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1染織工場　　　　　1　　0．551　　0．23｝　　0．001　　　　．1　　　　」　　　0．5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8．221　　　　．1　　　　．1　　　　．1　　0．501　　12．9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621　　　　．1　　　　．1　　　　．1　　　　．1　　2．5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0．081　　0．801　　　　．1　　　　．1　　　　．1　　0．1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0．341　　　　．1　　　　．1　　0．001　　0．001　　0．2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1　　　　．1　　　　．1　　　　．1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241　　0．291　　0．001　　7．201　　0．121　　1．52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1水車　」　機関　□　発電　．1機関　一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1　　　　11　　　　1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　　　　11　　　　7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　　　　．1　　　　1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1　　　　．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一1二場　　　　　　1　　　　11　　　　．1　　　　11　　　　川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　　　　．1　　　　．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合言r　　　　　　　　　　　　　l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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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一1自家　．1　ガス　」　原動　．l
l　　　　　　　　　　l機関　．1水車　」　機関　」　発電　．1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61　　　　31　　　　11　　　　11　　　　．1　　　　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01　　　　」　　　　　11　　　　71　　　　21　　　　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71　　　　」　　　　11　　　　．1　　　　．1　　　　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1　　　　引　　　　．1　　　　．1　　　　．1　　　　引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31　　　　．1　　　　11　　　　11　　　　1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特別工場　　　　　1　　　　11　　　　．1　　　　．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01　　　　31　　　　11　　　　71　　　　21　　　1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1自家　．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091　　　221　　　　21　　　　11　　　　01　　　1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01　　　　01　　　　11　　　　11　　　　21　　　　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01　　　　01　　　　11　　　　01　　　　01　　　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41　　　　21　　　　01　　　　01　　　　01　　　2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41　　　　01　　　　11　　　　31　　　　61　　　　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特別工場　　　　　1　　　　11　　　　0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781　　　241　　　　51　　　　51　　　　81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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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1　　　　　　　　　1蒸気　」　　　　　1石油　．1自家　一1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1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3．491　　7．511　　4．021　　1．00｛　　　　．1　　12．3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89．061　　　　」　　　2．001　126．001　　5．501　　79．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41．371　　　　．1　　1．001　　　　」　　　　．1　　39．4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2．541　　2．001　　　　．1　　　　．1　　　　．1　　11．7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4．291　　　　．1　　3．001　　5．331　　5．001　　16．9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5．001　　　　．1　　　　．1　　　　．1　　　　．1　　5．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21．541　　7．051　　2．811　　28．601　　5．131　　19．36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　ガス　ロ　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産業大分類　　　　r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479．251　　76，561　　17．701　　　　．1　　　　．1　411．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エ場　　　118408．751　　　　．1　　　　．1　　　　．1　　12．50117176．3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5355．961　　　　．1　　　　．1　　　　．l　　　　J　5165．7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5．011　　2．001　　　　．l　　　　J　　　　　J　　114．0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394．991　　　　．1　　　　．1　　20．331　　4．001　919．9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l　　　　J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2275．821　　72．411　　6．161　2978．301　　4。701　208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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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自家　一1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　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l　　　　l　　　　｝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1　　　　11　　　　1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機械器具工場　　　1　　　　引　　　　　」　　　　21　　　1261　　　　31　　　　21
1…一……一……一一一令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エ場　　　　　1　　　　31　　　　．1　　　　11　　　　．1　　　　．1　　　　川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　　　　2｝　　　　1｝　　　　．｝　　　　．｝　　　　．｝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51　　　　．1　　　　31　　　　11　　　　3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特別工場　　　　　1　　　　51　　　　．1　　　　．1　　　　．1　　　　．1　　　　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川　　　　11　　　・11　　　　刊　　　　31　　　　1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合資会社

l　　　　　　　　　　l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コ　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501　　　351　　　　71　　　　11　　　　．1　　　1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501　　　　．1　　　　21　　　1261　　　　81　　　3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エ場　　　　　1　　　2551　　　　．1　　　　11　　　　．1　　　　．1　　　2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471　　　　引　　　　．1　　　　．1　　　　．1　　　4引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501　　　　」　　　　31　　　101　　　　81　　　1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51　　　　．1　　　　．L　　　　．1　　　　．1　　　　51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501　　　351　　　　71　　　1261　　　　81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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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類似団体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5891　　　3241　　　2651　　　4781　　　5811　　　5891　　5．431　　47．581　　51．3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91　　　　191　　　　」　　　　191　　　　51　　　191　　54．581　　49．001　　67．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311　　　1111　　　201　　　1281　　　1201　　　1311　　20．851　　35」71　　52．5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飲食物工場　　　　1　　　941　　　661　　　281　　　921　　　511　　　941　　18．741　　39．881　　39．9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361　　　1221　　　141　　　1311　　　891　　　1361　　28．571　　24．301　　43．4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51　　　　51　　　　．1　　　　51　　　　21　　　　51　346．801　　77．001　377．6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9741　　　6471　　　3271　　　853｝　　　8481　　　9741　　15．831　　42．991　　51．30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1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65．571　2505．851　2946．251　　　11　　　21　　　101　　　1151　　　5951　　　64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4435．041　3821．501　8540，261　　　101　　　141　　　101　　　2311　　　1591　　　3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化学工場　　　　　1　1242，031　1748．581　3636．551　　　　11　　　　11　　　101　　　2621　　　2301　　　34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591．291　4729．951　4846．671　　　31　　　　11　　　101　　　1781　　　3801　　　4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838．261　3276．761　3042．761　　　21　　　　11　　　101　　　2481　　　3901　　　39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271640．701　6498．001333841．301　　　101　　　201　　　101　　12031　　　1341　　133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548．581　2670．311　5255．681　　　11　　　　11　　　101　　12031　　　5951　　1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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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I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一1ガス　．1原動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　一　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4171　　　1721　　　1941　　　2291　　　　01　　　　11　　　　01　　　41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91　　　　101　　　　51　　　　01　　　　41　　　　01　　　　01　　　　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1　　　1201　　　　81　　　　01　　　　11　　　　01　　　　2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11　　　731　　　161　　　　11　　　　01　　　　01　　　　41　　　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441　　　921　　　　81　　　　71　　　　81　　　　31　　　　191　　　4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特別工場　　　　　1　　　　31　　　　21　　　　21　　　　21　　　　01　　　　01　　　　0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051　　　4691　　　2331　　　2391　　　131　　　　41　　　251　　　505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自家　」　ガス　．1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　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211　　　L131　　　　．1　　1．001　　　　．1　　　1．1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401　　　　．1　　　1．501　　　　．1　　・　．1　　　2．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381　　　　．1　　1．001　　　　．1　　4．001　　2．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631　　　1．001　　　　．1　　　　．1　　　2．001　　　1．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雑工場　　　　　　1　　1．251　　3．141　　2．001　　1．331　　　1．891　　2．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8．001　　　2．501　　　　．1　　　　．1　　　　．1　　　7．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361　　1．201　　1．771　　1．251　　2．081　　1．351

一 78一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951　　1．471　　　　．1　　　　．1　　　　．1　　1．7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6．801　　　　」　　　0，331　　　　．1　　　　．1　　　3．7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9．981　　　　．1　　　　．1　　　　．1　　18．001　　9．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6．251　　　　．l　　　　J　　　　．1　　4．001　　5．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0．211　　15．481　　6．001　　0．331　　10．211　　7．9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50．001　　0．501　　　　．1　　　　．1　　　　．1　　48．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131　　1．931　　3．691　　0．251　　9．241　　3．04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1　　　　．1　　　　1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　　　　1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　　　　．1　　　　11　　　　．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川　　　　11　　　　．1　　　　．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ト

1雑工場　　　　　　1　　　　11　　　　11　　　　11　　　　11　　　　11　　　　刊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31　　　　21　　　　．1　　　　．1　　　　。「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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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ロ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01　　　　191　　　　．1　　　　11　　　　．1　　　　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71　　　　．1　　　　21　　　　．1　　　　．1　　　　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01　　　　．1　　　　11　　　　．1　　　　71　　　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1　　　　11　　　　．1　　　　．1　　　　5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1　　　111　　　　81　　　　21　　　15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31　　　　31　　　　．1　　　　．1　　　　．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合計　　　　　　　1　　　201°　　　191　　　　81　　　　21　　　151　　　20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r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r　　　1611　　　1131　　　　01　　　　21　　　　01　　　27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51　　　　01　　　　41　　　　01　　　　01　　　　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化学工場　　　　　1　　　　81　　　　01　　　　11　　　　01　　　　2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61　　　　11　　　　01　　　　01　　　　41　　　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81　　　　31　　　　91　　　　51　　　　191　　　　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1　　　　21　　　　01　　　　01　　　　0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001　　　1191　　　141　　　　71　　　251　　　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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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一l　　　　l石油　．1自家　．1　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1
1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7．451　　4．841　　　　．1　　2．001　　　　．1　　6．4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J　　36．201　　　　．｜　　8．751　　　　．1　　　　．1　　24．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95．191　　　　．1　　2．001　　　　．1　　12．251　217．0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5．091　　3．001　　　　．1　　　　．1　　12．251　　13．9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8．071　　8．331　　7．391　　5．001　　9．261　　8．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450．501　　68．001　　　　．1　　　　．1　　　　．1　345．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4．741　　5．971　　7．391　　4．141　　9．981　　16．9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1　　　　　　　　　　1機関　一1水車　．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I　　　　　l

l染織工場　　　　　1　174．011　　41．911　　　　．1　　2．001　　　　」　　122．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007．201　　　　」　　34．921　　　　．1　　　　．1　726．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572591．851　　　　．1　　　　．1　　　　．1　　66．131418718．5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31．271　　　　．1　　　　．1　　　　．1　106．251　122．0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52．841　　12．331　　20．611　　9．501　110．431　　79．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57460．501　5408．001　　　　．1　　　　．1　　　　．169700．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25628．141　152．481　　23．551　　8．811　100．5511452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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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一l　　　　l石油　」　自家　．1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一1
1　　　　　　　　　1馬力数　1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1　　　　1　　　　1　　　　1　　　　　1　　　　　1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染織工場　　　　　1　　　　11　　　　11　　　　．1　　　　川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01　　　　．1　　　　31　　　　．1　　　　．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1　　　　．1　　　　21　　　　．1　　　　7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飲食物工場　　　　1　　　　51　　　　31　　　　．1　　　　．1　　　　31　　　　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1　　　　51　　　　21　　　　21　　　　2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811　　　　161　　　　．1　　　　．l　　　　J　　　　1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21　　　　11　　　　21　　　　1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類似団体

l　　　　　　　　　l蒸気」　　　　　1石油　一1自家　．1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馬　一1
1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I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I染織工場　　　　　｜　　　1301　　　501　　　　．1　　　　31　　　　．｜　　　13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801　　　　．1　　　　171　　　　」　　　　　．1　　　　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1641　　　　．1　　　　21　　　　．1　　　181　　21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481　　　　31　　　　．1　　　　．1　　　271　　　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31　　　121　　　161　　　101　　　381　　　3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6201　　　1201　　　　．1　　　　．1　　　　．1　　　63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1641　　　1201　　　171　　　101　　　381　　2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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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個人所有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　　　　　1　　　　　1　　　　　1　　　　　1　　　　　1　　　　　1　　　　　1

1染織工場　　　　　1　　32591　　31591　　　1001　　21571　　31841　　32591　　5．001　　31．531　　34．111
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201　　　3021　　　181　　　3201　　　501　　　3201　　36．151　　7．321　　37．301
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イヒ学］二場　　　　　　　　　1　　　　　5291　　　　　5051　　　　　　241　　　　　5291　　　　　3761　　　　　5291　　　　18．811　　　　18．761　　　　32．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7121　　　6501　　　62｜　　　7071　　　4111　　　7111　　13．891　　15．451　　22．7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　　　4291　　　4131　　　161　　　3971　　　3231　　　4281　　17．541　　16」81　　28．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681　　　421　　　261　　　671　　　211　　　671　　26．811　　10．521　　30．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3171　　50711　　　2461　　41771　　43651　　53141　　12コ81　　27．401　　32。08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I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I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63．631　1692．031　1859．421　　　　11　　　　11　　　101　　　1061　　　6621　　　7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9602．861　146．221　9688．591　　　　51　　　　11　　　101　　16231　　　761　　16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416．861　1700．311　2153．081　　　　11　　　　11　　　101　　　2651　　　3551　　　43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45．301　656．041　640．731　　　　11　　　　11　　　101　　　1301　　　3341　　　39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416．311　870．291　1570．991　　　　11　　　　11　　　101　　　2571　　　3161　　　57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779．951　100．46｜　1058．491　　　101　　　　11　　　101　　　1661　　　431　　　20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978．384　1555．781　2177．851　　　　11　　　　11　　　101　　16231　　　6621　　1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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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　機　一　l

l　　　　　　　　　1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I　　　　　l

l染織工場　　　　　1　　　13471　　　19121　　　8441　　　4851　　　　311　　　　81　　　　31　　　13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701　　　1501　　　1121　　　　71　　　261　　　　51　　　231　　　17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741　　　4551　　　591　　　　41　　　　91　　　　11　　　　21　　　7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421　　　5701　　　891　　　381　　　111　　　　21　　　　31　　　1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891　　　3401　　　381　　　251　　　　91　　　　51　　　131　　　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81　　　401　　　101　　　171　　　　11　　　　11　　　　01　　　281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8501　　34671　　11521　　　5761　　　871　　　221　　　441　　1850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l　　　　l石油　」　自家　．1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11　　1，071　　1．001　　1．381　　　1．001　　　1．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l　　　L301　　　1．141　　　1．081　　2．401　　　1．041　　　1．2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251　　21．501　　1．001　　1．001　　1．001　　2．3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311　　1．741　　1、001　　1．001　　1．001　　　1．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241　　1．401　　1．111　　1．001　　1．461　　1．3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401　　2．241　　1．001　　4．001　　　　．1　　2．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71　　1．301　　LO31　　1．591　　1．161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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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　自家　」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一1水車一1機関」発電一1機関」機．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言†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41　　0．141　　0．001　　0．271　　0．001　　0．7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981　　0．141　　0．071　　2．801　　0．041　　1．4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0．471　1521．671　　0．001　　　　．1　　0．001　　84．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201　　2．311　　0．001　　0．001　　0．001　　2．0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0．511　　1．081　　0．111　　0．001　　2．771　　0．9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5．161　　7．321　　　　」　　　　．｜　　　　．1　　7．2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301　　11．381　　0．031　　1．211　　0．831　　4．4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　　　　　1石油　」　自家　一1ガス　ー1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1　　　　川　　　　　11　　　　川　　　　　1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　　　　1｜　　　　川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11　　　　11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　　　　11　　　　11　　　　4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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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　　　　　　　　　1蒸気一l　　　　l石油　．1自家　」　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81　　　　41　　　　11　　　　21　　　　11　　　2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51　　　　21　　　　21　　　　51　　　　2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41　　　801　　　　11　　　　11　　　　11　　　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1　　　　71　　　　11　　　　11　　　　11　　　　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51　　　　51　　　　21　　　　11　　　　71　　　　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81　　　121　　　　11　　　　41　　　　．1　　　　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81　　　801　　　　21　　　　51　　　　71　　　80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自家　一1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7851　　　2371　　　311　　　　91　　　　31　　10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11　　　　81　　　271　　　　61　　　221　　　17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化学工場　　　　　1　　　591　　　　11　　　　71　　　　11　　　　21　　　6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891　　　131　　　111　　　　21　　　　31　　　11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381　　　191　　　　81　　　　51　　　131　　　8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1　　　　91　　　　11　　　　11　　　　01　　　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0931　　　2871　　　851　　　241　　　431　　1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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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1　　　　　　　　　1蒸気　」　　　　　1石油　一1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5．881　　5．491　　4．281　　11．891　　10．671　　5．9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2．431　　15．131　　7．561　　5．831　　6．951　　11．0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司

1化学工場　　　　　1　　17．811　　34．001　　4．361　　5．001　　7．501　　16．4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241　　3．581　　6．501　　2．501　　5．331　　9．7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2．511　　2．631　　5．311　　4．601　　4．461　　7．9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91．001　　10．561　　7．00111000．001　　　　．1　605，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711　　5．741　　5．741　465．631　　6．371　　15．34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l　　　　l石油　．1自家　．1ガス　ー1原動　．　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04．961　　51．371　　2，141　　32．111　　69．331　　95．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r機械器具工場　　　1　293．041　137．271　242．081　　25．371　　16．641　243．4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372．301　　　　」　　　7．061　　　　．1　　0．501　395．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63．581　　20．491　　6．051　　0．501　　4．331　134．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87．051　　3．251　　7．351　　12．301　　7．391　　63．7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70314．401　　76．281　　　　．1　　　　．1　　　　．16034124．5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合言†　　　　　　　　　　　　　　　　　1　　　　865．551　　　　　55．841　　　　　79．6415034725・811　　　　　　16．721　　8099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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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　　　　　1石油　一1自家　一1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1　　　　｜　　　　1　　　　1　　　　1　　　　　1　　　　1
1染織工場　　　　　｛　　　　11　　　　11　　　　21　　　　Zl　　　　4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1　　　　31　　　　21　　　　21　　　　3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r化学工場　　　　　1　　　　31　　　341　　　　21　　　　51　　　　7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1　　　　引　　　　　21　　　　引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11　　　　引　　　　　11　　　　1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　　　　21　　　　71　　11000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21　　　　11　　　　川　　　　　1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N：個人所有

l　　　　　　　　　l蒸気．l　　　　l石油　．1自家　」　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　．1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001　　　601　　　　71　　　201　　　201　　　2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251　　　351　　　851　　　151　　　161　　　1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化学工場　　　　　1　　　931　　　341　　　　101　　　　51　　　　81　　　　9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001　　　181　　　101　　　　31　　　　71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381　　　　91　　　　101　　　　101　　　　101　　　　3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8901　　　251　　　　71　　110001　　　　」　　110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901　　　601　　　851　　110001　　　201　　1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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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その他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　　　　　l　1企業の工場数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単一　　1　複数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産業大分類　　　　l　　　　　l　　　　l　　　　l　　　　1　　　　1　　　　1　　　　1　　　　1　　　　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681　　　431　　　251　　　391　　　671　　　681　　6．131　　42，811　　45．6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1　　　　．1　　　　11　　　　01　　　　11　　89．001　　　　．1　　89．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41　　　　41　　　　．1　　　　41　　　　21　　　　41　　17．501　　47，501　　41．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51　　　　41　　　　11　　　51　　　　11　　　　51　　47．801　　98．001　　67．401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51　　　　51　　　　．1　　　　21　　　　41　　　　51　　45．001　　17．751　　32．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31　　　571　　　261　　　511　　　741　　　831　　14．251　　42．321　　46．49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エ場　　　　　1　　33．481　1672．131　1817．261　　　　11　　　　31　　　101　　　281　　　2651　　　28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1　　　　．1　　　891　　　　．1　　　　891　　　　891　　　　．1　　　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エ場　　　　　1　　75，671　4140．501　2972．921　　　101　　　　21　　　121　　　301　　　931　　　1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508．201　　　　」　4193．801　　　101　　　981　　　101　　　1341　　　981　　　14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エ場　　　　　　1　2450．001　422．921　971．201　　　101　　　　21　　　101　　　801　　　481　　　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94．071　1662．391　1908．571　　　　11　　　　21　　　101　　　1341　　　2651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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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　　　原動機　．　　l　　　　　l　　　　　l　　　　　I　　　　　l　　　　　l　　　　　l

l　　　　　　　　　l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一1ガス　．1原動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弓　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　　機　一　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301　　　381　　　231　　　　61　　　　11　　　　01　　　　01　　　　3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　　　　↑1　　　　0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　　　　41　　　　01　　　　01　　　　01　　　　01　　　　01　　　　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1　　　　31　　　　21　　　　01　　　　01　　　　01　　　　0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41　　　　11　　　　0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41　　　491　　　271　　　　61　　　　11　　　　01　　　　01　　　34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　　　　　1石油　一1　自家　」　ガス　ロ　原動　一l
l　　　　　　　　　　l機関　□　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　機関　一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31　　2．171　　1．001　　　　．1　　　　．1　　1．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001　　　　．1　　　　．1　　　　．1　　　　．1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化学工場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飲食物工場　　　　1　　　1．001　　　　．1　　　　．1　　　　．1　　　　．1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001　　　　．1　　　　．l　　　　J　　　　　．1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合計　　　　　　　1　　1」11　　2．｝7｝　　1．00｝　　　　J　　　　J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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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その他

l　　　　　　　　　　l蒸気　コ　　　　　1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　原動　一l
l　　　　　　　　　　l機関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1発電　．1機関　」　　機　．　l
l　　　　　　　　　t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0．391　　8．171　　　　．1　　　　．l　　　　J　　　1．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　　　　．1　　　　・1　　　　・1　　　　・1　　　　川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0．001　　　　．1　　　　．1　　　　．1　　　　．1　　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0。331　　8．171　　　．l　　　J　　　　．1　　1．67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一l　　　　l石油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　機関　」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1　　　　1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　　　　　．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　　　　．l　　　　J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J　　　　J　　　　．1　　　　．1　　　　川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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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1石油　．1自家　．1ガス　」　原動　．l
l　　　　　　　　　　l機関　」　水車　一1機関　」　発電　．1機関　．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台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41　　　　81　　　　11　　　　」　　　　　．1　　　　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機械器具工場　　　l　　　　U　　　　　．1　　　　．1　　　　．1　　　　．1　　　　刊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　　　　’1　　　　◆1　　　　◆1　　　　川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1　　　　．1　　　　．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i合計　　　　　　　1　　　　引　　　　81　　　　11　　　　．1　　　　．1　　　　8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　　　　　1石油　．1自家　」　ガス　．1原動　．l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一1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01　　　　21　　　　11　　　　01　　　　01　　　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0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01　　　　01　　　　01　　　　01　　　　01　　　　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1　　　　01　　　　01　　　　01　　　　0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01　　　　0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41　　　21　　　　11　　　　01　　　　01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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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l　　　　l石油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1原動　」
l　　　　　　　　　　l機関　」　水車　．1機関　」　発電　一1機関　一1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6．201　　2，501　　2．001　　　　．l　　　　J　　　5．7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5．001　　　　．1　　　　．1　　　　．1　　　　．1　　15．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001　　　　．1　　　　．1　　　　．l　　　　J　　1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5．001　　　　．1　　　　．1　　　　．1　　　　．1　　5．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6．921　　2．501　　2．001　　　　．l　　　　J　　　6．411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一l　　　　l石油　」　自家　」　ガス　」　原動　．l
l　　　　　　　　　　l機関　．1水車　」　機関　．1発電　」　機関　．1機馬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2．271　　0，501　　　　．1　　　　．l　　　　J　　12．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8．001　　　　．1　　　　．1　　　　．1　　　　．1　　18．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5．821　　0．501　　　．1　　　　．1　　　　．1　　1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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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35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石油　」　自家　」　ガス　」　原動　」
l　　　　　　　　　l機関　一1水車　」　機関　．1発電　一1機関　」　機馬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31　　　　21　　　　21　　　　．1　　　　．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51　　　　．1　　　　．1　　　　．1　　　　．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l　　　　J　　　　J　　　　．1　　　　．1　　　　．｜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81　　　　．1　　　　．1　　　　．1　　　　．1　　　　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51　　　　．1　　　　．1　　　　．1　　　　．1　　　　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1　　　　21　　　　21　　　　．l　　　　J　　　　21

　　明治35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0：　その他

l　　　　　　　　　l蒸気　一l　　　　l石油　．1自家　．1　ガス　」　原動　．l
l　　　　　　　　　　l機関　．1水車　一1機関　．1発電　ヨ　機関　」　機馬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力数計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最大　　｝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51　　　　31　　　　21　　　　」　　　　　．1　　　15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51　　　　．1　　　　．1　　　　．1　　　　．1　　　　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　　　　．1　　　　．1　　　　．1　　　　．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41　　　　」　　　　　．1　　　　．1　　　　．1　　　　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二場　　　　　1　　　51　　　．1　　　川　　　　．1　　　　．1　　　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51　　　　31　　　　21　　　　．1　　　　．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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