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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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　　が　　き

　本第III巻には，明治42年「工場通覧」データによる「復元工場統計表」データ・ベースか

ら，第II巻の明治35年表と対比可能な職工規模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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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のようヌ，明治42年データは，職工規模5人以上に調査範囲が拡大さ

れているので，明治35年表と対照しうるように，明治35年の調査対象範囲と同じ職工規模10

人以上表と，職工規模4－9人表と，当時刊行された「工場統計表」と同じ，職工規模5人

以上に全規模表の三種類の表に分割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こでは，紙幅の関係で10人以上表の

み収録している。

　第II巻のはしがきでも，再び注意を喚起したように，明治42年データと照合の結果，明治

35年データについては，調査対象工場の調査拒否，調査側での脱漏等の理由で，全体として

かなりの工場が集計表には含まれていないと推定される。従って調査対象範囲を比較可能に

しておいても，必ずしも厳密には比較可能な集計量ではないことに注意されたい。

　　　　1990年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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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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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企業又は一個人あたり一工場の場合

　　　　　　複数　　　　一企業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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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とし，明治42年の工場統

　　　　　　　計表の公表集計規模区分に合わせて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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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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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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職工規模別表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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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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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　　　　　1

日0－29人　　1　108111　96111　12001　88981　74211　108111　9．271　1L811　1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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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0381　17411　2971　17651　17011　20381　15．331　28．881　3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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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4501　12221　2281　13211　12881　14501　22．181　52．871　6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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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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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1　7171　2641　9271　9221　9811　60．791　135．221　18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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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500－999人　　1　　801　　291　　511　791　　761　　801　186．921　523．161　68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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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591　　　111　　　481　　　581　　　581　　　591　538．261　1396．341　19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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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不明　　　　　　　1　　　121　　　　9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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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合計　　　　　　　1　　154311　　133401　　20911　　130481　　114661　　154191　　18．491　　39．271　　44．8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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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　最小　　1　最小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l

l－…一…一…一……一＋………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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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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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44．781　42．551　26．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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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16．271　145．631　3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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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615．971　480．301　189．88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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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6582．2017244．8317952．921　　11　　11　1001　4581　4671　49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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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39．89138151．79120000．881　　91　　121　5001　8771　8401　97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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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857．951548076．301819554．431　　　901　　　　71　　10181　　53681　　31581　　53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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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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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4992．70115793．46120920．981　　　1｝　　　　11　　　101　　53681　　31581　　5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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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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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1し口．　1チヒ㌧．　1石油　一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　水車　．1機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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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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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層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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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l

l10－29人　　1　75801　32311　1001　11841　7211　　141　　211　59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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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1　12911　　681　8141　2561　　3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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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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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1　11331　　611　8321　2341　　3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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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291　8521　　431　6761　1671　　41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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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41　　761　　51　　711　　4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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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人以上　　　　1　　　　．1　　　591　　　　81　　　521　　　　11　　　　21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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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不明　　　　　　　1　　　　71　　　　51　　　　0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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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7841　　66471　　　2851　　363N　　　13851　　　281　　　451　　　851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ll」　その　□　原動　」

l　　　　　l機．1発電」機関．1受ケb」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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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職工規模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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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　　141　3121　4861　　161　108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361　　111　　951　1391　　21　203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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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771　1111　　51　14501
1－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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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1　　421　　571　1221　　21　98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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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　　111　　41　　9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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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1000　人以上　　　　｜　　　461　　　161　　　　71　　　　3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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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01　　　　0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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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4331　　　1081　　　5531　　　8711　　　251　　15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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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一l　　　　l日本　一口゜針コー　1タービコー　1石油　」
l　　　　　　　　　　I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l
l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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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職工規模　　　　　l　　　　　l　　　　｝　　　　　l　　　　　l　　　　　l　　　　l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　　　　　1　　　　　1　　　　　1　　　　　1

110－29人　　1　1．111　1．101　1．051　1．50｜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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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　1．181　1．151　1．151　2．001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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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　1．111　1．201　1．221　1．671　2．251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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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1．631　1．711　1．221　6．25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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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　2．201　2．491　2．501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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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1000人以上　　　　1　　2．501　　3．561　　1．001　　1．50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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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不明　　　　　　　1　　　　．1　　1．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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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1．261　　1．311　　1．121　　2．391　　1．761　　1．07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発電　．i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一1原動　．　l

l　　　　　　　　　　l　機　一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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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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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661　3．791　1．061　1．1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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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1　6．731　1．121　1．271　1．001　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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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361　1．861　1．191　1．82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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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100－499人　　1　1．631　8．401　1．611　1．751　1．001　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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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631　8．001　1．751　7．671　　．1　，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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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1000　人以上　　　　1　　2．541　　25．691　　2．001　　8．001　　　　．1　　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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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2．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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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一合言†　　　　　　　　　　　1　　　　1◆851　　　　9．311　　　　1●161　　　　1．401　　　　1．001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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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口　　　　　1　日本　．口゜lb卜0－　1タービン．　1石油　一l

l　　　　　　　　　l機関　□　汽機　一r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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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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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職工規模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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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1　　　　　0・161　　　　　0・081　　　　　0・731　　　　　0●651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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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0，421　1．441　0．291　1．001　0．201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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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　0．101　0．461　2．971　1．331　6．251　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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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O－499人　　1　4．4引　3．561　0．241　5．581　2．501　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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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701　3．141　1．001　0．50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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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3．711　　10．291　　　　．1　　0．5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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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不明　　　　　　　1　　　　．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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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01　　1．501　　0．641　　4．031　　1．511　　0．12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1　その　」　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一　1　機　一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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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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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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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ト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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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2．141　50．641　0．071　0．311　0．001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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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5．331　68．221　0．321　3．541　0．001　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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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0．881　4．591　0．611　22．641　0．001　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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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2．011　223．8］1　1．961　2．471　0．001　23．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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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0．581　64．201　0．921　139．751　　．1　4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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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2．121　2519．831　　5．OOI　127・001　　　　・1　88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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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1　　　　．1　　　　．1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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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3．141　510．641　　0．471　　6．17｝　　0．001　　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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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　日本　」へ’lbD－　1チビ）－　1石油　一l
l　　　　　　　　　　l機関　」　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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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け0－29人　　 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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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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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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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11　　11　　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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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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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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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11　　　　川　　　　11　　　　1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発電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引Ll　その　一1原動　．l

l　　　　　l機一1発電一1機関一1受ケ止1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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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　　　　　l　　　　　l

l10－29人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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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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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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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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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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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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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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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2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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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　　　　1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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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1日本　ロへ’ルD．　1タービン．　1石油　．l

l　　　　　　l機関□汽機．1水車」水車□水車□機関□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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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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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0－29人　　1　　61　　61　　51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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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51　　301　　5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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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21　　91　　271　　3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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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4｝　　271　　41　　8i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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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41　　91　　31　　4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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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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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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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不明　　　　　　　1　　　　．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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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41　　　301　　　271　　　　8i　　　　6｜　　　　5｝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発電　□　自家　」　ガス　」　他　ヨILlその　．1原動　．l

l　　　　　l機．1発電」機関□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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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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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21　　271　　31　　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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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41　　271　　61　　2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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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91　　71　　501　　1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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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91　　581　　101　　1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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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31　　201　　31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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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71　　　2021　　　　71　　　211　　　　．1　　　2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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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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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141　　　2021　　　101　　　501　　　　11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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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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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日本　一n°旧ン．　1タービ0．　1石油　一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汽機□水車」水車」水車」機関一l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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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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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0－29人　　1　75801　32311　　851　11161　2901　　141　　201　6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30－49人　　1　7471　12911　　531　7231　　881　　3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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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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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1　］1331　　471　7601　　941　　31　　41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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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100－499人　　1　1291　8521　　371　5871　　661　　41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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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41　　761　　41　　68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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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0人以上　　　　1　　　　．1　　　591　　　　81　　　511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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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71　　　　51　　　　01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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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41　　66471　　　2341　　33071　　　5411　　　281　　　431　　　850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一1受　姉一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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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931　　111　3121　4811　　131　28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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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101　　921　1361　　21　113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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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　　131　　761　1101　　51　10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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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1　　411　　551　119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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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451　　111　　41　　9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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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461　　　161　　　　71　　　　31　　　　01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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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01　　　0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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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4161　　　1021　　　5471　　8591　　　221　　5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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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一l　　　　l　日本　．1ペlbトンー　1チビり一　1石油　．　l

l　　　　　　　　　　l機関　」　汽機　．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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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引　23．251　4．61｝　477．291　553．301　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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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30－　49　 ノ＼　　　　　　　　1　　　234．161　　　　46◆161　　　　27．791　　2098◆331　　　321◆75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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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65．421　36．921　4．731　548．3317119．501　1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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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425。011　87．761　6．2111039．001　792．081　13．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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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　59．501　379．511　7．501　63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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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1827．251　916．801　　　　．1　275，501　871．001　　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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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20．001　　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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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3．081　　63．951　　8．611　735．321　1229．531　　6．31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発電　□　自家　ロ　ガス　」　他　ヨリロ　その　」　原動　一l
l　　　　　　　　　i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1受　ケル」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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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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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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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94．721　254．551　8．781　6．811　4．001　3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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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985．111　225．721　9．841　41．471　6．001　9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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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597．051　60．281　15．321　17．011　3．901　11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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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llOO－499人　　1　581．7611230．961　65コ01　42．151　24．501　32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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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16．361　152．911　114．751　105．941　　．1　50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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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422．671　899．311　103．211　　86．001　　　　．1　181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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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27．001　　23．001　　　　．1　　2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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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63．731　709．621　　17．551　　19．831　　6．021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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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一l　　　　l日本　一1ペ1‘D－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　水車　」　水車　」　水車　．1機関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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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目0－29人　　146526．4715146．731　61．22｝273069．451521416。221　11．46｝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1096166．051146320．52145301．1817018808．33181118．921　1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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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74607．7015］764．371　136．071829558．3311757523211　8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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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lOO－499人　　12905958．92139463．131　49．421734817．33｝842121．581　21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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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500：999人　　16800．331127862．581　4．50118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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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0　人以上　　　　12039753．361541933．321　　　　．1120540．501245000．O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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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200．00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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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898346．35177524．691　7432．5911073993．341167074171　　34．60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発電　」　　自家　」　　ガス　」　他　ヨll－1　その　」　原動　」

l　　　　　l機一1発電一1機関一1受ケ止｜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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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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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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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833．001269441．271　493．3911561．321　61．5014542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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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3357279．331170228．091　60．651163759．931　2．001108105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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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8402253．1819602．061　396．0111929．701　5．801351754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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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21420678136781632191902．35116938．851　40．501967862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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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52079．33131005．09119418．25122567．0引　　．136876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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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601877．47日314045．96128831．82114133．001　　　　．1567472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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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1　　　　．1　　　　．1　56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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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8400085．91115057994110304．18129790．521　　74．391218291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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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　日本　．1ペ1‘卜0．　1チビン．　1石油　．l

l　　　　　　　　　　｜機関　．1汽機　．1水車　」　水車　□　水車　．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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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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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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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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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1　　11　　01　　151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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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01　　151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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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499人　　1　　21　　11　　11　　6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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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31　　51　　61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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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1000　人以上　　　　1　　　331　　　101　　　　．1　　　301　　　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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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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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01　　　　21　　　　11　　　　1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発電　一1　自家　ロ　ガス　，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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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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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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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0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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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30－49人　　 1　　11　　11　　21　　1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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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99人　　 1　　11　　31　　2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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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1　　21　　21　　1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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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41　　71　　1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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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201　　　101　　　　5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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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不明　　　　　　1　　　　．1　　　　．1　　　27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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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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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蒸気　コ　　　　　1　日本　」ペ肘ン．　12一ビンー　1石油　一l
l　　　　　　　　　　l機関　．1汽機　．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1機関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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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職工規模　　　　　l　　　　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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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81　12001　1001　17701　2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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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30－49人　　 1　60001　83001　2000｝　50801　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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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351｛　51201　1081　16001　2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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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00541　20161　　351　20001　2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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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821　14881　　91　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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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40001　　39151　　　　．1　　　5211　　1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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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不明　　　　　　　1　　　　．1　　　30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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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41　　83001　　20001　　50801　　270001　　　73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l　　　　　　　　　　l発電　一1　自家　一i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　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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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6001　17251　3601　8001　　301　61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78001　11001　　421　47251　　71　2163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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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1　3501　1551　3481　　81　5783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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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51　385751　22681　11001　　291　712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2301　5001　3101　400i　　．1　337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31501　　42501　　　4801　　　2231　　　　．1　　121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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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71　　　2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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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520251　　385751　　22681　　47251　　　301　　71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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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産業大分類別表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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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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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染織工場　　　　　1　　83351　　73711　　　9641　　61231　　80601　　83321　　9．981　　47．351　　5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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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機械器具工場　　　1　　10861　　　9891　　　971　　10861　　　2391　　10861　　48．191　　12．801　　5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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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6231　　　14481　　　1751　　16091　　12011　　　16211　　26．961　　19．631　　4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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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パ

1飲食物工場　　　　1　　23951　　17411　　　6541　　23861　　　7941　　23941　　18．271　　26．921　　2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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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8791　　17291　　　1501　　17321　　11641　　　18741　　21．511　　17．701　　3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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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131　　　621　　　511　　　1121　　　　81　　　1121　　31．541　　3．131　　3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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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54311　　133401　　20911　　130481　　114661　　154191　　18．491　　39．271　　44．8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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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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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586．97120937．89129906．381　　　　11　　　　11　　　101　　10501　　31581　　398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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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24．951　558．62143428．281　　　　31　　　　11　　　101　　53681　　　2051　　53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　イヒ学工場　　　　　　　　1　　2552．141　　1330．331　　4645，431　　　　　　　11　　　　　　　11　　　　　　101　　　　　8601　　　　　4011　　　　　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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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452．791　6580．491　3492．501　　　　11　　　　11　　　101　　　4601　　17781　　20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401．731　3057．231　4545．171　　　　11　　　　11　　　101　　　7721　　15911　　18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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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7．961　　5．271　1111．661　　　101　　　　11　　　101　　　2121　　　　71　　　2121
1－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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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992．70115793．46120920．981　　　　11　　　　11　　　101　　53681　　31581　　5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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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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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日本　．1ペ腓0．　1チビンー　1石油　．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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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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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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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染織コ〔場　　　　　　　　　1　　　　　39261　　　　　44091　　　　　　2011　　　　　23961　　　　　11641　　　　　　　　51　　　　　　　171　　　　　　46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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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1　　　3481　　　　151　　　2411　　　　191　　　　11　　　　11　　　15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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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1　　11751　　　221　　　2881　　　491　　　　6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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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1　　16781　　　221　　3941　　　1031　　　21　　　21　　1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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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1　　11561　　　151　　　2641　　　42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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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r　　　181　　　101　　　481　　　　81　　　131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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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言f　　　　　　　　　　　　　l　　　　　66471　　　　　87841　　　　　　2851　　　　　36311　　　　　13851　　　　　　　281　　　　　　　451　　　　　　851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ロ　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止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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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　　　321　　　1041　　　3231　　　191　　833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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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301　　　2011　　　1781　　　　01　　10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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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171　　　621　　　49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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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421　　　　81　　　271　　　1001　　　　11　　239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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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91　　　1491　　　2171　　　　31　　187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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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　　　121　　　101　　　　41　　　　01　　　1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331　　　1081　　　5531　　　8711　　　251　　154311

　　　　　　　　　　　　　　　　　　　　　　　　　　　　　　　　　　　　　　　　ア　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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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1　　　　　　　　　　1蒸気　．l　　　　l　日本　一1へ’lbD－　1チビン．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一l
l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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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　　1．201　　1．081　　　L801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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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20｜　　1．591　　1．261　　　1．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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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41　　1．871　　1．391　　4．671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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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飲食物工場　　　　1　　1．141　　1．271　　1．371　　2．001　　1．001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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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071　　1．231　　1．121　　1．00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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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3．301　　2．851　　1．881　　1．85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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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261　　1．311　　1．121　　2．391　　1．761　　1．07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　他　ヨリー1　その　」　原動　」

l　　　　　l機．1発電一1機関一1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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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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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581　　4．971　　1．111　　1．281　　1．001　　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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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641　　18．631　　1．121　　1．711　　　　．1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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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261　　6．181　　1．311　　1．901　　1．001　　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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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381　　4．751　　1．071　　1．231　　1．OOI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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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231　　2．331　　1．091　　1．191　　1．001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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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3．871　　10．251　　3．001　　6．751　　　　．1　　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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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851　　9．311　　1．161　　1．401　　LOO1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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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一l　　　　l　日本　一1へ’Mンー　1チビン．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　水車　」　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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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61　　0．941　　0，091　　1．701　　0，151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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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0．171　　　3，011　　0．541　　　　．1　　　　．1　　　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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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l　　O．121　　5．321　　0．781　　9．471　　3．601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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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0，221　　0。841　　6．761　　2．001　　0．001　　0，25｜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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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1　　0．451　　0．111　　　　．1　　　　．1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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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2．901　　5．021　　1．551　　0．97i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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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01　　1．501　　0．641　　4．031　　1．511　　0．12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　他　ヨリロ　　その　」　原動　．l

l　　　　　l機．1発電．1機関一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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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O．841　　85，001　　0．171　　7．561　　0．OOl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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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工場　　　1　　1．541　1516．861　　0．181　　11．321　　　　．1　　6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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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場　　　　　1　　0．661　178．281　　1．461　　4．591　　0．001　　6．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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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エ場　　　　1　　0．831　　38．211　　0．071　　0．441　　　　．l　　l．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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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0．361　　9．251　　0．281　　0．691　　0．001　　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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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0．661　　75．301　　4．221　117．581　　　　．1　　5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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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141　510．641　　0．471　　6．171　　0．001　　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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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　日本　」ペ肘L　lチビL　l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1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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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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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川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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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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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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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川　　　　　11　　　　刊　　　　川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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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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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1　　　　11　　　　川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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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　　　　11　　　　11　　　　11　　　　11　　　　1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発電　」　自家　一1ガス　」　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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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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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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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機械器具工場　　　1　　　　川　　　　　11　　　　川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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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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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叫

1飲食物工場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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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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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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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1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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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一l　　　　l日本　ロペ1しD．　1戸ピコ．　1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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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301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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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機械器具工場　　　1　　　　21　　　　17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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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21　　　271　　　　51　　　　8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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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31　　　121　　　27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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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1　　　　9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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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6｝　　　｝引　　　　引　　　　引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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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41　　　301　　　271　　　　81　　　　61　　　　5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発電　．1　自家　一1　ガス　」　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　受　知．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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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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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トー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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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391　　　　41　　　501　　　　1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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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71　　　2021　　　　41　　　331　　　　．1　　　2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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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561　　　101　　　1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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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61　　　171　　　　2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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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41　　　101　　　　71　　　　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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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41　　　271　　　　71　　　2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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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41　　　2021　　　｝01　　　501　　　　11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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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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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ペbト」．　1チビンー　1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1機関　．l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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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織工場　　　　　1　　39261　　44091　　　1571　　20811　　　4201　　　　51　　　161　　　4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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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1　　　3481　　　151　　　2401　　　171　　　　11　　　　11　　　15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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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1　　11751　　　201　　　2851　　　261　　　　6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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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1　　16781　　　191　　　3901　　　381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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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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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1　　11561　　　131　　　2631　　　34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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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　　　181　　　101　　　481　　　　61　　　131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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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66471　　87841　　　2341　　33071　　　5411　　　281　　　431　　　850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発電　一1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リ．1　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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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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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一……一一………－l　　　　l　　　　l　　　　I　　　　l　　　　l　　　　l
l染織工場　　　　　1　　　1531　　　311　　　971　　　3191　　　171　　32341
1－…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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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261　　　2021　　　1751　　　　01　　　73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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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171　　　621　　　48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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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401　　　71　　　271　　　981　　　　11　　　6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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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91　　　1491　　　2151　　　　21　　　7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乎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661　　　121　　　101　　　　4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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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4161　　　1021　　　5471　　　8591　　　221　　5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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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日本　」ペ腓）．　1ターヒ㌧一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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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87．341　　42．311　　3。841　235．601　258．751　　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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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65．831　　78．831　　8．001　　30．001　600．001　　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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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59．291　117．981　　83．731　970．831　1358．001　　1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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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24，061　　37．471　　8．931　　10．501　　50．001　　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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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7．281　　46．991　　10．381　　20．001　100．001　　4．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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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3166．301　915，521　　6．831　1039．621　2212．891　　2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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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13．081　　63．951　　8．611　735．321　1229．531　　6．31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ll□　　その　」　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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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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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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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60．091　267．761　　15．131　　9．221　　3．261　　4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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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機械器具工場　　　1　183．891　1887．661　　12．131　　12．451　　　　．1　12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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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956．331　554．971　　52．111　　74．151　　16．001　34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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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49．941　　63．001　　18．381　　11．361　　30．001　　3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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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6．261　　22．671　　9．141　　7．951　　7．501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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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特別工場　　　　　1　1460．691　410．191　　59．051　1383．751　　　　．1　289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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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463．731　709．621　　17．551　　19．831　　6．021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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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日本　．1ペ1いL　l2一ビ0．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一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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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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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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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472．29136681．961　　36．96188858．30口58408．871　　1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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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ヨ

1機械器具工場　　　1139151．35153217．311　　51．001　　　　．l　　　　J　　8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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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22445．11158406．481152797．881460644．1711104920．001　15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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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98．021　6766．211　314．651　　40．501　　　　．1　　1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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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985．131　4906．131　279．821　　　　．1　　　　．1　　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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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8673512．2312335251．151　　8．17日791174．591387155171　8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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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ヨ

1合計　　　　　　　1898346．35177524．691　7432．5911073993．341167074171　　34．60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発電．1自家一1ガス　．1他ヨリ」　その　」　原動」
l　　　　　l機．1発電．1機関．1受ケb□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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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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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染織工場　　　　　1320500．391278925．961　1169．441　910．041　　19．75112578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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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270866．291567538431　1195．351　1086．531　　　　．1241113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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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4500774712475872．76182引0．47141830．341　338．001122588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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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1．411　6086．001　535．561　301．991　　　　．1　6937．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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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231．141　488．001　154．861　534．291　　0．501　375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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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100320631290733．65111939．9115102206．251　　　　」　5023428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8400085．91115057994110304．18129790．521　　74．391218291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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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　日本　一1へ珊卜）．　1チビo－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　水車　．1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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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1　　　　0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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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1　　　　11　　　　11　　　301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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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化学工場　　　　　1　　　　41　　　　11　　　　11　　　151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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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引　　　　　刊　　　　　刊　　　　　臼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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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31　　　　1｝　　　　21　　　2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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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7501　　　　41　　　　21　　　36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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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引　　　　21　　　　川　　　　1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発電」　自家一1ガス　ー1他ヨリ」　その　一1原動一l

l　　　　　l機．1発電一1機関」受ケ止1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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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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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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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工場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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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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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　　　　21　　　　21　　　　1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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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1　　　　1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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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201　　　　31　　　　5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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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01　　　　11　　　　11　　　　11　　　　1［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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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　日本　．1ペ1‘トンー　1チビン．　1石油　．l

l　　　　　　　　　　l機関　．1汽機　．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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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業大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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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織工場　　　　　1　　40001　　39151　　　751　　　6001　　1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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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機械器具工場　　　1　　　13401　　　23001　　　　301　　　　301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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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イヒ学］二場　　　　　　　　 1　　　　　6671　　　　20161　　　　　20001　　　　　20001　　　　　2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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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工場　　　　1　　　1401　　10001　　　1081　　　15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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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201　　　7971　　　1001　　　2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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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00541　　83001　　　101　　50801　　2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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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00541　　83001　　20001　　50801　　270001　　　73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l　　　　　l発電一1自家一1ガス」他ヨリ」その．1原動．l
l　　　　　l機一1発電」機関一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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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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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01　　20631　　　3101　　　4001　　　201　　1000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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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1　　385751　　　4801　　　3191　　　　．1　　395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520251　　65051　　22681　　11001　　　291　　712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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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　　　1971　　　1001　　　1101　　　301　　1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101　　　　701　　　1091　　　3001　　　　81　　　11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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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1　　17251　　　3601　　47251　　　　．1　　578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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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520251　　385751　　22681　　47251　　　301　　71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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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有形態別表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　　　　　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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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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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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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

†K：株式会社　　　　1　　　9641　　　5801　　　3841　　　9081　　　6521　　　9621　　80．921　199．041　21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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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H：合名会社　　　　1　　　4091　　　2791　　　1301　　　3651　　　2831　　　4091　　23．211　　71．79i　　7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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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7061　　　6161　　　901　　　6601　　　4971　　　7061　　37．961　　67．031　　8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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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17221　　11891　　　5331　　1546｝　　134引　　　17211　　14．391　　43．48｝　　46．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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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個人所有　　　　1　　114811　　105691　　　9121　　94511　　85531　　114721　　11．551　　23．191　　2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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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1491　　　1071　　　421　　　1181　　　1381　　　1491　　23．431　　73．491　　8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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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54311　　133401　　20911　　130481　　114661　　154191　　18．491　　39．271　　44．8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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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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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04．811195610．141219009．711　　　　11　　　　11　　　101　　26331　　31581　　398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H：合名会社　　　　1　1658．35110906．97110928．471　　　　11　　　　11　　　101　　　4451　　　7291　　　77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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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14．41112569．55155857．091　　　　11　　　　11　　　101　　53681　　12501　　53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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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51．931　6005．091　6290．861　　　　11　　　　11　　　101　　　7721　　　9501　　10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lN：個人所有　　　　1　562．531　1548．821　1819．601　　　　11　　　　11　　　101　　15061　　15911　　18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2500．571　24756．811　31326．781　　　　11　　　　21　　　　101　　　4351　　　17781　　　20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992．70115793．46120920．981　　　　11　　　　11　　　101　　53681　　31581　　5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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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　　　原動機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　日本　．1ペ阯0－　1フービ0－　1石油　．l
l　　　　　　　　　　l－……一…一…一一一一叫　機関　」　汽機　」　水車　」　水車　」　水車　」　機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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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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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1　　　2081　　　431　　　5751　　　341　　　191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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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l合名会社　　　　1　　　2361　　　1731　　　121　　　1471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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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1　　　2461　　　261　　　2921　　　621　　　　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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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lC：類似団体　　　　1　　10031　　　7191　　　301　　　4841　　　38引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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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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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01　　73911　　　1671　　20731　　　8521　　　　21　　　　91　　　64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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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　　　　471　　　　71　　　　601　　　　2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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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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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71　　87841　　　2851　　36311　　13851　　　281　　　451　　　851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ロ　他　ヨリー1　その　一1原動　」

l　　　　　l機．1発電．1機関」受袖．1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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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2821　　　661　　　621　　　921　　　　11　　　9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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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11　　　231　　　291　　　　11　　　40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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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111　　　521　　　621　　　　21　　　706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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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81　　　811　　　1271　　　　11　　172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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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　　　211　　　3311　　　5391　　　201　　1148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01　その他　　　　　1　　　　41　　　　11　　　　41　　　　221　　　　01　　　1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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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1　　　1081　　　5531　　　8711　　　251　　15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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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日本　□へ’1いL　lタービL　l石油　．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　水車　．1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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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Kl株式会社　　　　1　　2．281　　2．161　　1．971　　2．891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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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1

旧：合名会社　　　　1　　1コ71　　1．291　　1．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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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1．191　　1．351　　1．23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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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　　　1．131　　1．151　　1．101　　1．001　　1．001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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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個人所有　　　　1　　1．051　　L121　　1．081　　1．001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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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　その他　　　　　1　　　1．001　　　1．121　　　1．351　　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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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1．261　　1．311　　1．121　　2．391　　1．761　　1．07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発電　」　自家　」　ガス　」　他　ヨILlその　一1原動　．l

l　　　　　l機，1発電一1機関□受ケ1‘．1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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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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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2，121　　8．521　　1．711　　2．861　　1．001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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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H：合名会社　　　　1　　1．221　　1．001　　1．131　　1．281　　1．001　　0．8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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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1　　30．181　　1．211　　1．391　　1．001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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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lC：類似団体　　　　1　　1．391　　2．631　　1．161　　1．071　　LOOl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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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個人所有　　　　1　　1．191　　3．521　　1．061　　1．241　　1．001　　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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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2．251　　15．001　　　1．001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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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1．851　　9．311　　1．161　　1．401　　1．001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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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口　　　　　1　日本　．1へ’lbD－　1チビフ．　1石油　一l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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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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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5．591　　6．461　　20．091　　4．771　　1．841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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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H：　合名会社　　　　1　　0．151　　0．381　　0．231　　　　．1　　　　．1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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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S：合資会社　　　　1　　0．161　　1．251　　0．311　　0．001　　　　．1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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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類似団体　　　　1　　0．261　　0．421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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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個人所有　　　　1　　0．061　　0．291　　0．131　　0．001　　0．111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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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　その他　　　　　1　　0．001　　0．17｝　　0．341　　　4．501　　　　．i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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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合計　　　　　　　1　　1．101　　1．501　　0．641　　4．031　　1．511　　0．12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1　　　　　　　　　　｜発電　．1　自家　一1　ガス　ロ　他　ヨリ．1　その　．1原動　」

l　　　　　l機一1発電□機関．1受ケ止1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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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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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1　168，321　　2．411　　37．071　　　　．1　　3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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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H：　合名会社　　　　1　　0．301　　　　．1　　0．211　　0．561　　　　．1　　　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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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1　3608．161　　0．441　　1．361　　0．001　　7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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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l類似団体　　　　1　　0．491　　9．411　　0．541　　0．Ul　　　　．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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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個人所有　　　　1　　0．461　　77．761　　0．071　　3．071　　0．001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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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その他　　　　　1　　2，251　　　　、1　　0．QO1　　　0．181　　　　．1　　　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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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言f　　　　　　　　　　　l　　　　3．141　　　510◆641　　　　0．471　　　　　6．171　　　　　0．001　　　　　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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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　　　　　　1　日本　．1へ’腓0－　1クービ0－　1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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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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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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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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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H：合名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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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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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　類似団体　　　　1　　　　11　　　　11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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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l個人所有　　　　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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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l　そ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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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　　　　　　　　　　1発電　．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1　その　．1原動　一l

l　　　　　l機一1発電一1機関一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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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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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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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H：　合名会社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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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S：　合資会社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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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類似団体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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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川：個人所有　　　　1　　　　川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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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　その他　　　　　1　　　　11　　　　15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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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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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l　　　　l日本　」ペ1↓卜L　l　2一ビL　l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　水車　．1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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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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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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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K：株式会社　　　　1　　　141　　　301　　　271　　　　8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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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旧：合名会社　　　　1　　　　21　　　　41　　　　引　　　　　．1　　　　．1　　　　2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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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叫

lS：合資会社　　　　1　　　　21　　　　131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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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類似団体　　　　｛　　　　31　　　101　　　　31　　　　11　　　　11　　　　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人所有　　　　1　　　　31　　　12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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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　その他　　　　　l　　　　ll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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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41　　　301　　　271　　　　8｝　　　　61　　　　5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発電　」　　自家　一1　ガス　ロ　他　ヨリー1　その　」　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一1受　ケb．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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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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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κ：株式会社　　　　1　　　14r　　　581　　　101　　　5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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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H：合名会社　　　　1　　　　3｜　　　　11　　　　3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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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S：合資会社　　　　1　　　　91　　　2021　　　　41　　　　91　　　　11　　　2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引　　　　101　　　　71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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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個人所有　　　　1　　　　61　　　411　　　　31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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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01　その他　　　　　1　　　　41　　　　15【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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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141　　　2021　　　101　　　501　　　　11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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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　　　原動機　．　　I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l　　　　l日本　一1ペ1‘ロー　1タービL　l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機関　」　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　機関　□

l　　　　　　　　　l動力有　1動力無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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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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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7561　　　2081　　　411　　　5711　　　261　　　19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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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H：合名会社　　　　1　　　2361　　　1731　　　121　　　138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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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Sl合資会社　　　　1　　　4601　　　2461　　　211　　　2711　　　311　　　　31　　　　11　　　461
1－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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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類似団体　　　　1　　10031　　　7191　　　191　　　3991　　　1061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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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N：個人所有　　　　1　　40901　　73911　　　1351　　18711　　　3511　　　　21　　　　71　　　6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1021　　　471　　　　61　　　571　　　　1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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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66471　　87841　　　2341　　33071　　　5411　　　281　　　431　　　850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発電　．1　自家　」　　ガス　．1他　ヨリー1その　」　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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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1　　　661　　　621　　　901　　　　11　　　7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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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11　　　221　　　281　　　　11　　　2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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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91　　　511　　　601　　　　11　　　42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181　　　71　　　801　　　1221　　　　11　　　7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N：個人所有　　　　1　　　681　　　181　　　3281　　　5371　　　181　　361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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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1　　　　41　　　2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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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合計　　　　　　　1　　　4161　　　1021　　　5471　　　8591　　　221　　5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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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日本　ロペ1レD．　1芦ビo－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　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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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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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　1128．391　274．131　　90．541　975．051　1610．811　　1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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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叫

lH：合名会社　　　　1　　6．751　　33．191　　6．131　　　　．1　　　　．1　　7．61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90．301　　60．191　　7．651　　20．001　　36．001　　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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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類似団体　　　　1　　5．0引　　　12．66｝　　3．451　　90．001　　310．331　　5．86｝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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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有　　　　1　　10．031　　15．011　　4．361　　19．001　　51．001　　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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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　その他　　　　　1　　28．331　　16．401　　　6．421　　892．501　　　　．1　　　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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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合計　　　　　　　1　2］3．081　　63．951　　8．611　735．321　］229．5引　　　6．31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1他　ヨリロ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　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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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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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所有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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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33．001　367．321　　71．111　111．891　　8．001　73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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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旧：合名会社　　　　1　188．74｝　　30．001　　15．451　　15．381　　30．001　　4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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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合資会社　　　　1　198．481　846．281　　21．951　　29．821　　29．001　　8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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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類似団体　　　　1　　52．281　　94．791　　12．141　　8．981　　7．001　　14．80［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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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321　2199．531　　8．211　　6．171　　3．251　　2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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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01　その他　　　　　1　　390．751　　237．001　　16．501　　15．321　　　　・1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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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463．731　709．621　　17．551　　19．831　　6、021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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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1　　　　　　　　　1蒸気　．l　　　　l　日本　一1ペ川ン．　1ターじ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　水車　．1水車　．1水車　」　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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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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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企業所有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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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3228．361361896．391152417．70日273025．161220384741　18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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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旧：合名会社　　　　1　　28．34｝　5795．201　　49．121　　　　．1　　　　．1　　1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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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叫

lS：合資会社　　　　188394．73149918．411　184．301　　25．001　　　　．1　　3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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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類似団体　　　　1　　21．001　1411．891　　10．311　7200．00189990．3引　　　32．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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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個人所有　　　　1　271．421　2194．651　　33．021　578．001　830．331　　2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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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　その他　　　　　1　2077．071　1086．351　　40．9911540012．501　　　　．1　　3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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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898346，35177524．691　7432．5911073993．341167074171　　34．60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発電□　自家」　ガス　ー1他ヨILlその　」　原動」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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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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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K：株式会社　　　　1125180191813424．67184110．321260610．261　　　　．1141905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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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787．181　　　　」　　249．881　522．751　　　　．157245．49【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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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105．5111917428．321　4412．16120093．501　　　　．142894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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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類似団体　　　　113617．74117807．491　516．731　839．771　　　　」　464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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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個人所有　　　　1404329．401824322831　　56．861　326．571　　18．6014474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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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　その他　　　　　1457300．921　　　　．1　　46．331　260．421　　　　．114621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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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合計　　　　　　18400085．91115057994110304．18129790．521　　74．391218291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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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日本　」ペ腓0－　12一ヒ㌢一　1石油　．　l
l　　　　　　　　　　l機関　一1汽機　，1水車　□　水車　」　水車　」　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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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1　　　　11　　　　6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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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H：合名会社　　　　1　　　　21　　　　21　　　　11　　　　．1　　　　．1　　　　引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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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5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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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類似団体　　　　1　　　　川　　　　11　　　　川　　　　3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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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lN：個人所有　　　　1　　　　11　　　　11　　　　01　　　　2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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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　その他　　　　　1　　　　41　　　　21　　　　1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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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11　　　　11　　　　01　　　　21　　　　11　　　　11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発電　．i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　機関　一1　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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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最小　　｜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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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企業所有形態　　　l　　　　l　　　　l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Kl株式会社　　　　1　　　　11　　　　21　　　　21　　　　1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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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合名会社　　　　1　　　　11　　　301　　　　41　　　　1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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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合資会社　　　　1　　　　21　　　　81　　　　21　　　　11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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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類似団体　　　　1　　　11　　　51　　　21　　　　1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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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N：個人所有　　　　1　　　　0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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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　その他　　　　　1　　　　11　　　2371　　　　1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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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01　　　　11　　　　川　　　　川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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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蒸気　．l　　　　l　日本　一n°川0－　12一ビン，　1石油　．　l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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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41　　83001　　20001　　50801　　2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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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6651　　　3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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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S：合資会社　　　　1　　13401　　23001　　　751　　　25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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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Cl類似団体　　　　1　　　231　　　6201　　　171　　　1501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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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個人所有　　　　1　　　1401　　12001　　　601　　　36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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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　その他　　　　　1　　　1201　　　2101　　　251　　　177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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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00541　　83001　　20001　　50801　　270001　　　73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分布表

l　　　　　l発電」自家．1ガスー1他ヨリ」その．1原動一l
l　　　　　l機．1発電．1機関．1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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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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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51　　65051　　22681　　47251　　　　81　　712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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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1　　　301　　　691　　　801　　　301　　325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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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1　　42501　　　4801　　11001　　　291　　121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C：類似団体　　　　1　　　4501　　　3501　　　1551　　　3001　　　　71　　12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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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01　　385751　　　551　　　3］91　　　201　　395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O：　その他　　　　　1　　14001　　　2371　　　261　　　751　　　　．1　　36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20251　　38575［　　22681　　47251　　　301　　71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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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所有形態毎　職工規模別表

　　　　4．1　株式会社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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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複数　　1　単一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i職工女　1職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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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0－29人　　1　3071　1031　2041　2721　1301　3071　14．741　10．571　17．5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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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361　　511　　851　1341　　711　1361　29．741　18．551　3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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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ヰ

150－99人　　 1　1801　　551　1251　1701　1351　1801　41．81i　39．791　69．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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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　　ノ＼　　　　　　　　1　　　　　　2401　　　　　　　921　　　　　　1481　　　　　　2331　　　　　　222｝　　　　　　2401　　　　111．251　　　　1｜0．711　　　210，411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500－999　　ノ＼　　　　　　　　1　　　　　　　501　　　　　　　391　　　　　　　111　　　　　　　501　　　　　　　461　　　　　　　501　　　227◆901　　　526．201　　　7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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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491　　　421　　　　71　　　491　　　481　　　491　429．651　1519．401　191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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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　不明　　　　　　　1　　　　21　　　　21　　　　．1　　　　01　　　　01　　　　0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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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計　　　　　　　1　　　9641　　　3841　　　5801　　　9081　　　6521　　　9621　　80．92｝　　199．041　21L28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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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二女　1職．［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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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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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　　　　　1　　　　　｜　　　　　1
i－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　　　　　　　　　　　　 1　　　　　　　　　　　　 1　　　　　　　　　　　　 1　　　　　　　　　　　　 1　　　　　　　　　　　　　｜　　　　　　　　　　　　 ｜　　　　　　　　　　　　 ｜　　　　　　　　　　　　 l

l10－29人　　 1　46．091　57．971　31．131　　11　　11　　101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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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　49　　ノ＼　　　　　　　　　　1　　　　172．591　　　　180．051　　　　35．531　　　　　　　　11　　　　　　　　11　　　　　　　301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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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656．991　774．231　204．591　　11　　11　　50｜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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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9483．0419060．16110480．651　　11　　11　1001　458｝　4451　4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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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8655．23135832．34122613．021　　321　　751　5011　8771　8231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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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llOOO　人以上　　　　1165236．521487519．691673776．711　　　911　　　　71　　　10241　　26331　　31581　　3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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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合言卜　　　　　　　　　　　1　23404．811　195610．141　219009．711　　　　　　　11　　　　　　　11　　　　　　101　　　　　26331　　　　3158｝　　　　3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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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年　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株式会社

l　　　　　　　　　l　　　原動機　一　　1　　　　1　　　　1　　　　1　　　　1　　　　1　　　　1
1　　　　　　　　　1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l　　　　l　日本　」ペbトフ．　1チビ0－　1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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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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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口0－29人　　1　1341　1731　　121　1031　　81　　8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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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41　1121　　61　　691　　31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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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ヨ

150－99人　　1　　271　1531　　51　1271　　101　　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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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口00－499人　　1　　211　2191　　121　1841　　131　　4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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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1　　491　　21　　461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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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1000　人以上　　　　1　　　　．1　　　491　　　　61　　　451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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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不明　　　　　　　1　　　　11　　　　1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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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081　　　7561　　　431　　　5751　　　341　　　191　　　321　　　5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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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自家　」　ガス　．1他　ヨリロ　その　．1原動　」

l　　　　　l機．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1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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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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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0－29人　　1　　441　　51　　111　　201　　01　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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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31　　61　　121　　191　　01　13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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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61　　111　　141　　11　18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901　　261　　201　　341　　01　2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431　　101　　31　　51　　0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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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431　　　131　　　　4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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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不明　　　　　　　1　　　　0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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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2821　　　661　　　621　　　921　　　　11　　　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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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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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へ’腓フー　1タ士⊃．　1石油　．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　水車　．1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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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

l10－29人　　1　1、671　1．481　1．131　1．501　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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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331　2．121　2．3引　2．501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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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99人　　1　1．601　1．651　3．601　3．001　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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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921　2．511　1．151　6．25i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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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2、501　2．411　　．1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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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0人以上　　　　1　　2，671　　3．581　　　　．1　　1．50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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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1．0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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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1　　2．161　　1．971　　2．891　　2．031　　1．27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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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　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一1　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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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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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叫

1職工規模　　　　　1　　　　卜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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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2．321　8．601　1．551　1．351　　．1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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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4．911　11．501　1．501　2．371　　．1　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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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561　2．501　1．641　5、211　1．001　2．4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1．621　8．231　2．001　2．56｜　　．1　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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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631　8．701　2．001　6．201　　．1　6．34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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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1　　10，311　　　1．251　　　　．1　　　　．1　　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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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l　　　　J　　　　．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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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2．121　　8．521　　1．711　　2．861　　1．OOI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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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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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1ペbトン．　1チビコ．　1石油　．l

l　　　　　　　　　　l機関　．1汽機　．1水車　．1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1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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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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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29人　　1　2．061　0．781　0．131　0．291　0．75｝　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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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3．071　15．19i　5．331　0．501　0．3引　0．00［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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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1　1．231　67．601　　．1　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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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3．901　8．631　0。141　5．581　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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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500－999人　　1　4，501　3．981　　．｜　0501　　．｝　　．l
l－…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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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1　　10．931　　　　．1　　0．5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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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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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591　　6．461　　20．091　　4．771　　1．841　　0．6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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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l

l　　　　　l機一1発電□機関一1受ケ屹1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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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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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1　119．301　0．271　0．871　　．1　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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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30－49人　　1　19．261　76．301　2．091　25．131　　」　4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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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461　10．301　3．251　168．801　　．1　2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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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901　291．301　4．321　5．101　　．1　6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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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500－999人　　1　0．571　65．341　1．001　88．701　　．1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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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人以上　　　　1　　1．681　153，731　　0．251　　　　．1　　　　．1　103．79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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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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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1　168．321　　2．411　　37．071　　　．1　　3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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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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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木　．1ペ川り．　1チじコ．　1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1水車　．1水車　．1水車　□　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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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規模　　　　　1　　　　　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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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11　　川　　川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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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1　　11　　11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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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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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　　1｝　　川　　川　　引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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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1　　11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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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OOO　人以上　　　　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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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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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計　　　　　　　1　　　　11　　　　川　　　　　11　　　　11　　　　11　　　　］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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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自家」ガス．1他ヨリ．1その」原動」
l　　　　　l機，1発電」機関□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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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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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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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11　　．1　　01
　　　　　　　　　　　　　　　　　　　　　　　　　　　　　　　　　　　　　　　ロ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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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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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1　　11　　11　　11　　11　　0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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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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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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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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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2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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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川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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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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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bトン．　1チヒ㍉．　1石油　．l

l　　　　　　　l機関□汽機□水車．1水車□水車□機関．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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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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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61　　6i　　21　　21　　4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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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51　　301　　51　　3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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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1　　61　　271　　3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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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100－499人　　1　　141　　271　　21　　8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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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41　　91　　．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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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7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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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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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合計　　　　　　1　　　141　　　301　　　271　　　81　　　61　　　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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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1その　．1原動　一1

1　　　　　1機．1発電□機関一1受九．1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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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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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121　　271　　2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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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30－49人　　1　　141　　271　　61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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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61　　91　　71　　5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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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91　　581　　101　　1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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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31　　201　　31　　2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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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lOOO人以上　　　　1　　　　61　　　391　　　　2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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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l　　　　d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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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41　　　581　　　101　　　501　　　　11　　　78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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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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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l　　　　l日本　一1ペ腓ン．　1チヒ㌧一　1石油　．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　汽機　」　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1機関　．l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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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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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1341　1731　　111　1031　　71　　8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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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41　1121　　51　　691　　31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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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271　1531　　51　1261　　61　　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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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499人　　1　　211　2191　　121　1811　　101　　4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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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1　　491　　21　　461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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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1000　人以上　　　　l　　　　J　　　　491　　　　61　　　451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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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1　　　　1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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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081　　　7561　　　411　　　5711　　　261　　　191　　　321　　　54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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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機一1発電．1機関．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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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51　　1］1　　201　　01　17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31　　61　　121　　181　　01　1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81　　61　　11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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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871　　261　　201　　331　　01　21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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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31　　5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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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0人以上　　　　1　　　431　　　131　　　　4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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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0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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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2741　　　661　　　621　　　901　　　　11　　　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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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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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日本　一1ペいン．　1タービL　l石油　，　l
l　　　　　　　　　　l機関　一1汽機　．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l
l　　　　　　　　　l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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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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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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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63．731　107．441　17．291　584．881　752．501　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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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2409．501　365．131　678．3313140．001　415．671　7．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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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549．601　150．711　22．1711600．0019292．671　1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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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1287．711　183．951　6．5011039．0011014．401　1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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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06．001　529．801　　．1　6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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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0人以上　　　　1　2150．501　968．441　　　　．1　275．501　871．001　　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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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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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1128．391　274．131　　90．541　975．051　1610．811　　10．7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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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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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LO21　383．001　52．651　51．071　　．1　31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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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1459．371　374．541　11．711　271．171　　．1　87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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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56．67r　55．771　21．821　63．571　8．001　64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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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811．911　356．651　143．451　80．491　　．1　804．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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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27．631　167．501　148．671　124．201　　．1　72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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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363．441　676．771　　26．881　　　　．1　　　　．1　180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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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27．001　　　　．1　　　　．1　　5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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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合計　　　　　　　1　633．001　367．321　　71．111　111．891　　8．001　73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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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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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1ペ旧）－　1クー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　水車　．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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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668．42132418．3411339．571120681．551613741．351　1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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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7714296．7511420826．4511310158．3317527200．00168756．331　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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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528816．801293477．2511774．971　　．12352925611　16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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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8308626．48160058．391　52．281734817．331884790．711　43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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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500－999人　　111552．001116830．211　　．118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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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OOO人以上　　　　12260977．501500482．931　　　　．1120540．501245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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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不明　　　　　　　1　　　　．1　　　　．l　　　　J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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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228．361361896．391152417．7011273025．161220384741　184．48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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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1　ガス　．1他　ヨリー1　その　」　原動　□

l　　　　　l機一1発電一1機関．1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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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0－29人　　1202564．441566699．50111245．72131652．301　　．1564217．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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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30－49人　　14493776．641239969．561　79．20日235657．091　　．11021406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1421520613815．351　460．36111826．921　　．1233156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3169594611597068．401250596．37122932．251　　．1261267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57499．68131848．06122225．33125645．701　　．141305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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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0人以上　　　　1459712．871578541．691　572．401　　　　．1　　　　．1410966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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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125180191813424．67184110．321260610．261　　　　」　14190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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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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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日本　．1へ’ルトL　lターヒ㌧．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1水車　□　水車　□　水車　」　機関　」
｝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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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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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21　　11　170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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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21　　11　　101　12001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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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99人　　1　　51　　11　　31　16001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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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499人　　1　　81　　21　　11　　61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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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500－999人　　1　　301　　121　　d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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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0人以上　　　　1　　　331　　　351　　　　．1　　　301　　　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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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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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言†　　　　　　　　　　　　　　　　1　　　　　　　　　　21　　　　　　　　　　11　　　　　　　　　　11　　　　　　　　　　61　　　　　　　　　30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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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一1　ガス　」　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　機関　」　受　ケb」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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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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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21　　3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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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51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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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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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51　　4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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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口OO－499人　　1　　21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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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81　　81　　161　　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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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0　人以上　　　　1　　　201　　　101　　　　51　　　　．1　　　　．1　　　1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不明　　　　　　　1　　　　．1　　　　．1　　　27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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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21　　　　21　　　　11　　　　81　　　　11

一 47一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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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1へ’腓ンー　1チビン，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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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81　12001　1001　10001　26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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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60001　83001　20001　50801　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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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3511　51201　1081　16001　2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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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499人　　1　100541　11701　　251　20001　2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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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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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　1488r　　．｝　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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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40001　　39151　　　　．1　　　5211　　1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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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不明　　　　　　　1　　　　．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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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合計　　　　　　　1　　10054｝　　83001　　20001　　50801　　270001　　　73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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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ロ　　ガス　ロ　他　ヨリロ　　その　」　原動　」

l　　　　　l機．1発電一1機関一1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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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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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6001　17251　3601　8001　　．1　61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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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01　11001　　251　47251　　．1　2163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30001　1751　　701　3481　　81　5783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520251　65051　22681　7101　　．1　712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2301　5001　3101　4001　　．1　337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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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1　　20631　　　501　　　　．1　　　　．1　　1000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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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7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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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520251　　65051　　22681　　47251　　　　81　　712641

一 48一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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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複数　　1　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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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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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

110－29人　　 1　1901　　781　1121　1751　　891　1901　13．431　11．481　1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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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30－49人　　1　　831　　281　　551　　661　　701　　831　17．771　28．061　3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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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611　　10｝　　511　　551　　501　　611　26．841　58．761　7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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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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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　　　　　　　111　　　　　　　571　　　　　　　631　　　　　　　671　　　　　　　681　　　　38．411　　　166、271　　　19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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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一ヨ

1500－999人　　1　　71　　31　　41　　61　　71　　71　175．171　464．571　61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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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ニ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091　　　1301　　　2791　　　3651　　　2831　　　4091　　23．211　　71．791　　70．38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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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耳哉工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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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42．021　53．501　27．611　　11　　11　　101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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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三〇－49人　　 1　206．061　154．921　33．561　　11　　21　　301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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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803．321　458．881　198．871　　11　　121　　511　　861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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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0－499人　　12556．7617133．7818253．351　　11　　51　1001　2751　3801　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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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41702．17170500．29110831．901　　151　　791　5001　4451　7291　77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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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8．35110906．97110928．471　　　11　　　　11　　　101　　　4451　　　7291　　　7791

一 49一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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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r　　　　　［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　日本　一1ペ阯ンー　1チビン．　1石油　一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1汽機□水車．1水車．1水車．1機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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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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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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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規模　　　　　1　　　　　1　　　　　1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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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111　　791　　31　　351　　14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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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381　　451　　21　　231　　5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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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　　161　　451　　11　　29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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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100－499人　　1　　61　　62［　　61　　55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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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1　　51　　01　　5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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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合計　　　　　　　1　　　1731　　　2361　　　121’　　1471　　　341　　　　01　　　　01　　　23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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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ぼ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機関　□　受　ケル．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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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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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引　　01　　101　　81　　11　19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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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61　　61　　0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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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1　　01　　41　　8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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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101　　11　　31　　71　　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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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1　　01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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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81　　　　11　　　231　　　291　　　　11　　　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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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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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n°ルD．　1チビ0．　1石油　．1
1　　　　　　　　　1機関　口　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1水車　口　機関　口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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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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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l　　J　1．00｝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00［　1．091　1．201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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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001　1．31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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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1．171　1．42｜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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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l　　J　2．601　3．0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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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71　　1．291　　1．211　　　　．1　　　　．1　　1．04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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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　ガス　ロ　他　ヨリー1その　．1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一　1　機　．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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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331　　．1　1．101　1．001　1．001　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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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001　　．1　1．001　1．001　　．1　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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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　1．331　　．1　1．501　1．751　　．1　1．23｜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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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1．001　1．001　1．291　　．1　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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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500－999人　　1　1．001　　．1　　」　　．1　　．1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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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1．221　　1．001　　1．131　　1．281　　1．001　　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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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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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日本　一1ペ1‘D－　1チビンー　1　石亨lh　－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　水車　」　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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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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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　0。001　0．071　　J　　J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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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0．001　0．081　0．201　　．1　　．1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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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41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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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nOO－499人　　1　0．171　0．431　0．24｝　　．｝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500－999人　　1　　．1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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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1　　0．381　　0．231　　　　．［　　　　．1　　0．04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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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

［　　　　　1機．1発電．1機関」受ケ1し口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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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1　　．1　0．101　0．001　　d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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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30－49人　　1　　．1　　．1　0．001　0．001　　．i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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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0．331　　．1　1．001　1．361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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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0．401　　．1　0．OOI　O．571　　．1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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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500－999人　　1　　．1　　．1　　．1　　．1　　．1　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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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言†　　　　　　　　　　　 1　　　　　0．301　　　　　　　．1　　　　　0．211　　　　　0．561　　　　　　　．1　　　　　1．161

一 52一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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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1ペ研ン．　1チヒ㍉一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一1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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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日0－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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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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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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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4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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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Q－999人　　1　　．1　　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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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合計　　　　　　　1　　　　11　　　　11　　　　川　　　　．1　　　　．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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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ロ　その　□　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一1受　排」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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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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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11　　．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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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30－49人　　 1　　11　　．1　　11　　11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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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ヨ

150－99人　　1　　11　　．1　　11　　11　　」　　O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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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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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　　11　　．1　　．1　　．l　　j　　O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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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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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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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bトンー　1チビンー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l
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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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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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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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21　　31　　21　　J　　J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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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叫

mO－499人　　1　　21　　41　　21　　．1　　．1　　1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r

l500－999人　　1　　．1　　41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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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41　　　　引　　　　　．1　　　　．1　　　　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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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ロ　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

l　　　　　l機．1発電．1機関□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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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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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ヨ

r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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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2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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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叫

130－49人　　1　　1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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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99人　　1　　21　　」　　3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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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31　　11　　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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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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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31　　　　11　　　　31　　　　41　　　　1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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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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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　日本　ロペ1しト0－　1タ士㍉．　1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ヨ機関」汽機□水車」水車」水車」機関□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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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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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　　　　l　　　　l

l10－29人　　l　llll　　791　　31　　341　　5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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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381　　451　　21　 211　　3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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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50－99人　　1　　161　　451　　11　　29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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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61　　621　　61　　501　　41　　01　　01　　1［
1－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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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21　　51　　01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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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731　　2361　　　121　　　1381　　　151　　　01　　　01　　　23「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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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引1」　その　一1原動　．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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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1工場数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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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日0－29人　　1　　31　　01　　111　　7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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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コ

130－49人　　 1　　11　　01　　61　　6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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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31　　01　　41　　8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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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101　　11　　11　　7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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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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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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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81　　　　11　　　221　　　281　　　　11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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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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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ゴ　　　　　1日本　」ペ川L　lタービL　l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1水車　」　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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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UO－29人　　1　5，171　16．661　8．601　　．1　　．1　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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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3．751　10．861　4．671　　．1　　．1　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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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3．001　36．301　4．501　　．1　　．1　1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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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00－499人　　1　7．50｝　50．251　4．251　　．1　　．1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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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1　55．001　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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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言†　　　　　　　　　　　　　　　1　　　　　　6．751　　　　　33．191　　　　　　6．131　　　　　　　　　　．1　　　　　　　　　　．1　　　　　　7．6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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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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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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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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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　　．1　15．731　8．711　30．001　1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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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001　　．1　11．501　5．501　　．1　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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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803．671　　．1　21．251　19．751　　」　10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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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87．431　30．001　13．001　25．501　　．1　6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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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75．001　　．1　　．1　　．1　　．1　82．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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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斗

1　合言†　　　　　　　　　　　1　　　188．741　　　　30．001　　　　15．451　　　　15．381　　　　30．001　　　　4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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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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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阯ンー　1タービン．　1石油　一l
l　　　　　　　　　　l機関　□　汽機　．1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　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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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1　292．041　144．301　　．1　　．1　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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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3．131　222．701　9．331　　．1　　．1　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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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引

150－99人　　1　　．14873、501　24．501　　．1　　．1　2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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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45．10112078．431　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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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501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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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言「　　　　　　　　　　　　1　　　　28．341　　5795．201　　　　49．121　　　　　　　．1　　　　　　　　．1　　　　11．98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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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　他　ヨ｜Ll　その　．1原動　．l

l　　　　　l機．1発電」機関一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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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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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43．001　　」　368．821　101．241　　．1　26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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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　　．1　61．501　27．401　　．1　12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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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1911212．331　　．1　338．921　566．291　　．125164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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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48726．181　　．1　　．11273．251　　．128013．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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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l　　J　　．1　　．1　　．11415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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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331787．181　　　．1　249．881　522．751　　　　．15724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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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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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川コー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一1水車　．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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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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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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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1　　21　　」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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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31　　21　　21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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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31　　21　　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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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OO－499人　　1　　．21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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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500－999人　　1　　．［　　5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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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21　　　21　　　　11　　　　．1　　　　．1　　　　3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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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ロ　他　ヨリロ　　その　口　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1受　ケ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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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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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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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i　　　　l　　　　l　　　　l　　　　l　　　　l

l10－29人　　1　　31　　．1　　41　　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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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1　　．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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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41　　．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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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OO－499人　　1　　51　　301　　1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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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751　　．1　　．1　　．1　　・1　　14［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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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U　　　　301　　　　41　　　　11　　　　3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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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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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日本　．口゜川ン．　1；一ヒ㍉．　1石油　ヨ

l　　　　　l機関□汽機一フ1〈車ロブ博ロノ］く車□機関□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i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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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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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耳散ユニ規‡莫　　　　　　　　　l　　　　　　　　l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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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9人　　［　　81　　701　　30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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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　　51　　661　　8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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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　　1引　 3001　　8｝　　」　　．1　　19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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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9人　　1　　201　6651　　5｝　　コ　　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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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　160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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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201　　　6651　　　301　　　　．1　　　　．1　　　1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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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一1自家一1ガス　」　他ヨILlその　口　原動．l

l　　　　　l機．1発電」機関□受励□他一1機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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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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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

1　脂長工夫見模　　　　　　　　　l　　　　　　　　l　　　　　　　　l　　　　　　　　l　　　　　　　　l　　　　　　　　l　　　　　　　　l

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i　　　　　l　　　　　l

110－29人　　1　　30【　　．｝　　691　　30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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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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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41　　1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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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24001　　．1　　431　　681　　」　325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UOO－499人　　1　7151　　301　　131　　801　　．1　10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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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1　　．1　　．1　　．1　　．1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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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合計　　　　　　　1　　24001　　　301　　　691　　　801　　　301　　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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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合資会社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l合資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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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工場数　1　複数　　1　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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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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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32U　　351　2861　3041　1591　3211　12．781　10．181　1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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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30－49人　　1　1071　　91　　981　　941　　841　1071　19．861　25．621　37．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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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331　　111　1221　1261　1221　1331　22．481　53．511　7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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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叫

liOO－499人　　1　1351　　311　1041　1271　1221　1351　69．761　142．581　19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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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11　　51　　61　　61　　61　99．001　538．001　63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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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41　　　　31　　　　11　　　　31　　　　41　　　　41　2339．001　598．751　235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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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合計　　　　　　　1　　　7061　　　901　　　6161　　　6601　　　4971　　　7061　　37．961　　67．031　　82．68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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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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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41　50．751　3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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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87．201　183．971　29．271　　11　　21　　301　　471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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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99人　　1　579．131　509．181　193．901　　11　　21　　501　　951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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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8311．7617611．5018889．361　　11　　151　1001　4581　4671　49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15524．8014462．00113197．601　　201　4181　5011　3501　5851　8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7292653．001455941．5814106176．671　　　1831　　　111　　12501　　53681　　12501　　53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48714．41112569．55155857．091　　　　11　　　　11　　　101　　53681　　12501　　5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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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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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日本　一1へWト：L　lチビ0－　1石油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汽機　．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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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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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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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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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l

l10－29人　　1　1631　1581　　81　　861　　121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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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311　　761　　51　　46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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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1031　　91　　711　　141　　11　　01　　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や…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11　1141　　11　　821　　24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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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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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000　人以上　　　　1　　　　．1　　　　41　　　　21　　　　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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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461　　　4601　　　261　　　2921　　　621　　　31　　　　11　　　47｝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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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一1ガス　ロ　他　ヨ‘Llその　」　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b□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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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11　　171　　2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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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1　　01　　131　　61　　01　10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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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21　　91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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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41　　61　　12i　　211　　11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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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　　21　　01　　01　　01　　01　　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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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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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合計　　　　　　　1　　　371　　　111　　　521　　　621　　　　21　　　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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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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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n°腓0－　1チビ膓一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1水車　．1水車　□　水車　□　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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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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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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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1。07｛　1．08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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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30－49人　　 1　1．001　1．201　1．271　　．1　　．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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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221　1．171　1．21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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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001　↑．74i　1．291　　．l　l．001　1」4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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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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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2．001　　4．671　　L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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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　　1．351　　1．231　　1．001　　1．001　　1．1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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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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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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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001　1．001　1．001　1．1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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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501　　．1　1．001　1．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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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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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111　1．001　1．111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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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861　10．331　1．831　1．811　1．OOI　2．47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500－999人　　1　1．501　　．1　　．1　　．1　　．1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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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人以上　　　　1　　5501　133．501　　1．001　　1．OOl　　　　．1　　7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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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合計　　　　　　　1　　1．651　　30．181　　1．211　　L391　　1．001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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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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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1ペ1い0．　12一ビコ．　1石油　．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l
l　　　　　　　　　l　台数　　｝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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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　0．071　0．08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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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1　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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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1　0．141　0．18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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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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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　0．561　　」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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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l　O．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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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000人以上　　　　1　　0．001　　1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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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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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1　　1．251　　0．311　　0．001　　　　．1　　0．1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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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自家　．1ガス　．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1受　ケ止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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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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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　　．1　0．001　0．091　　．1　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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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0．501　　．l　O．001　0．171　　．1　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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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0．111　0．001　0．111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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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4．901　85．871　1．421　3．261　　．1　18．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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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0．501　　．1　　．1　　．1　　．1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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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1

口000人以上　　　　1　　4．501　9384．501　　　　・1　　　　．1　　　　．1　9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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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961　3608．161　　0・441　　1・361　　0・001　　7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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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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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ペルD－　1タービ0．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1水車　．1水車　」　水車　．1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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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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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l　　U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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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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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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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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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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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人以上　　　　1　　　　2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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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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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自家」ガス」他ヨ｛1」その」原動□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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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ノ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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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職工規模　　　　　1　　　　・l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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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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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1　　．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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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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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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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1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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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lOOO人以上　　　　1　　　　41　　　65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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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01

一 64一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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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1へ’lb卜L　lタービ0－　1石油　．　l

l　　　　　　　　　　l機関　．1汽機　」　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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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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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0－29人　　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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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1　　5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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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2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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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1　　131　　41　　．1　　11　　2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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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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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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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1　　　131　　　　41　　　　11　　　　11　　　　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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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一1自家一1ガス　ー1他ヨll．1その　□　原動」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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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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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1　　1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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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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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21　　11　　2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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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口00－499人　　1　　91　　271　　41　　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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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999人　　1　　21　　．1　　．1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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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71　　　2021　　　　11　　　　11　　　　．1　　　2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91　　　2021　　　　41　　　　91　　　　11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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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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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1ペ1』D．　1クービ0．　1石油　□

l　　　　　　l……一・・一………一叫機関□汽機．1水車」水車．1水車」機関」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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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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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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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631　1581　　71　　841　　101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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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311　　761　　41　　451　　61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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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01　1031　　71　　661　　7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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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211　1141　　01　　701　　8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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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ヨ

1500－999人　　1　　11　　51　　1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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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1　　　　4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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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合計　　　　　　　1　　　2461　　　4601　　　211　　　27｛1　　　311　　　　31　　　　11　　　46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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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自家　」　ガス　．1他　ヨリロ　その　．1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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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81　　01　　171　　211　　01　1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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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21　　5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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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71　　11　　91　　13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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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131　　61　　121　　2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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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21　　01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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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21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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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計　　　　　　　1　　　341　　　　91　　　511　　　601　　　　11　　　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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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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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1‘D－　19一ビ0－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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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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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9人　　 1　14．66｝　42．281　3．60｝　22．50｝　　．［　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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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4，501　26．501　17．671　　．1　　．1　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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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8．231　16．871　4．861　15．001　　．1　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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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Ul．351　7．631　　．1　36．001　1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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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Q－999人　　1　3．001　8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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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857，501　115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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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90．301　　60．191　　7．651　　20．001　　36．001　　7．5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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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その　口　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1受　ケ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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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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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8．501　　．1　10．121　3．791　　．1　2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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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与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30－49人　　 1　137．651　　」　8．211　7．001　　．1　2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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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9．731　7．501　13．671　16．151　　．1　18．02｜
1－…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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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87．461　343．171　20．501　72．751　29．001　154．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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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22．501　　．1　　．1　　．1　　。1　8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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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口000人以上　　　　1　1887、501　2775．001　480．001　　10．001　　　　．1　504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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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98．481　846．281　　21．951　　29．821　　29．001　　89．711

一 67一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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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へ’肋0－　1チビ）－　1石油　．l
l　　　　　　　　　　l機関　」　汽機　．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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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

110－29人　　1　83，36115027．381　4．041　12．501　　．1　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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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30－49人　　1　8，3312359．031　795．071　　．1　　．1　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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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49．101　416．531　11．811　　．1　　．1　2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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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537．921　89．411　　．1　　．1　15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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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110424．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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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叫

日000人以上　　　　1465612．50126220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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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88394．73149918．411　184．301　　25．001　　　　．1　　35．5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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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ILl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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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3．141　　．1　64．241　13．361　　．1852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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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12912．241　　．1　22．071　25．501　　．12898．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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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5．951　　．1　86．751　350．311　　．1　51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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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94530．061265192．971　322．27159180．301　　．128323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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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2．501　　．1　　．1　　．1　　．11190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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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3187812．5014351250．001　　　　．1　　　　．1　　　　．13970597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322105．5111917428．321　4412．16120093．501　　　　．142894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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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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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ロへ’Mン．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l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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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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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21　　1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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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1　　21　　31　　．1　　．1　　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21　　21　　2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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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　　11　　11　　．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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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3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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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0　人以上　　　　1　　　375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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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　　　　11　　　　11　　　151　　　361　　　　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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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一1自家一1ガス　ー1他　ヨILlその　．1原動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　機関　」　受　袖．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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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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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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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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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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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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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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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21　　201　　21　　11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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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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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1　　13001　　　480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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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21　　　　81　　　　21　　　　11　　　2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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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l合資会社

l　　　　　　　　　　l蒸気　一l　　　　l　日本　一1ペ川0－　1フービ0－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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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O－29人　　1　　291　10001　　71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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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71　3001　　7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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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50－99人　　1　　201　　901　　12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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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　20161　　301　　」　　361　　35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31　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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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13401　　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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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1　　23001　　　751　　　251　　　361　　　3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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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1その　．1原動　□

l　　　　　l機一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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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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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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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　　．1　　301　　131　　．1　1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2181　　．l　　l61　　141　　．1　3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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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81　　301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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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9781　13501　　501　11001　　291　4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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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25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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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31501　　42501　　　4801　　　101　　　　．1　　121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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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01　　42501　　　4801　　11001　　　291　　121131

一 70一



　　　　　4．4　類似団体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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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複数　　1　単一　　1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職工男　1職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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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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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O291　3241　7051　9181　6921　10291　9．841　11．571　1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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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1　　791　2081　2561　2571　2871　13．48i　28．401　37．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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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99人　　 1　2311　　641　1671　2091　2221　2311　18．321　53．531　6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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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100－499人　　1　1611　　601　］011　1501　1591　1611　27．561　149．701　17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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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11　　51　　61　　1日　　111　　111　86．091　564．731　65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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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000　人以上　　　　1　　　　21　　　　11　　　　11　　　　21　　　　21　　　　21　431．001　598．001　102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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ヰ

1不明　　　　　　　1　　　　11　　　　．1　　　　11　　　　01　　　　0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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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言．1’　　　　　　1　　17221　　　5331　　11891　　15461　　13431　　17211　　14．391　　43．481　　46．86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職工規模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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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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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　分散　　1　分散　　1　分散　　1　最小　　1　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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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

llO－29人　　1　43．161　53．151　3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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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76．191　165．551　30．441　　11　　11　　301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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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500．361　533．621　188．681　　11　　11　　501　　981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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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OO－499人　　11706．6516670．2616287．791　　11　　21　1001　3301　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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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18863．89137679．02113229．761　　131　　941　5121　4931　7871　86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弓

11000　人以上　　　　i232562．001247808．001　242．001　　　901　　　2461　　10181　　　7721　　　9501　　10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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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851．931　6005．091　6290．861　　　11　　　　11　　　101　　　7721　　9501　　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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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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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l　　　　　l　　　　l　　　　　l　　　　　｝　　　　　l　　　　　l

l　　　　　　　　　l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　　　　　1　日本　．n°阯0－　1チビコー　1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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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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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5931　4361　　61　1101　193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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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701　2171　　111　1211　　78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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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1931　　61　13引　　5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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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r100－499人　　1　　181　1431　　51　1081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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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　　．1　　111　　21　　1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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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　　　　2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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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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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7191　　10031　　　301　　　4841　　　3831　　　　21　　　　31　　　76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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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一1　ガス　．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1受　ケ礼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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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職工規模　　　　　l　　　　　l　　　　　i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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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61　　21　　431　　701　　01　10291
1－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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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01　　151　　211　　11　2871
1－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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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31　　31　　171　　231　　01　2311
1……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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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1　　51　　111　　01　1611
1………………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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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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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0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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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01　　　　0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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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言†　　　　　　　　　　　　　　　1　　　　　　　　181　　　　　　　　　81　　　　　　　　811　　　　　　　1271　　　　　　　　　　11　　　　　　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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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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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1ペ1‘D－　19一ビ0．　1石油　」

l　　　　　　　l機関．1汽機．1水車」水車」水車．1機関ヨ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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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1．051　1、041　1．001　1．001　1．111
1－一一一一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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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1．071　1．06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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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　1．001　1．04｝　1．］4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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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401　1．281　1．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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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001　3．181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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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nOOO　人以上　　　　1　　　　．1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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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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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　　1．151　　1．101　　1．001　　1．001　　1．0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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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1　ガス　．1他　ヨ｜Ll　その　一1原動　」

l　　　　　l機．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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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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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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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1．501　1．051　1．061　　．1　0．49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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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　　．1　1．001　1．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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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331　2．001　1．181　1．0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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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501　1．001　1．401　1．2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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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2．001　1．001　　．1　1．001　　．1　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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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000　人以上　　　　1　　　　．1　　10．001　　7．001　　　　．1　　　　．1　　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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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不明　　　　　　　1　　　　．1　　　　．1　　　　．1　　1．001　　　　．1　　1．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391　　2．631　　1．161　　1．071　　1．001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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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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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ペ1‘D－　1チビン．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1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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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0－29人　　1　0．001　0．051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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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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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1　0．061　　．1　　．1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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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0．001　0．041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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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OO－499人　　1　0．801　0．931　0．26、　　．1　　．1　0．OO、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　2．001　2．361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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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0人以上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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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1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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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0．261　　0．421　　0．111　　0．001　　0．001　　0．24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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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ロ　　ガス　ー1他　ヨリロ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1受　ケ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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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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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　0．501　0．051　0．051　　．1　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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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l　L331　　．1　0．001　0．001　　．1　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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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0．331　1．001　0．281　0．081　　．1　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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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0．331　　．1　0．301　0．821　　．1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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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2．001　　．1　　．1　　・1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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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1　　　　．1　　　　．1　　　　．1　　　　．1　　9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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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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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0．491　　9．411　　0、541　、　0．111　　　　．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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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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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h°阯0－　1タービ）－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
l　　　　　　　　　l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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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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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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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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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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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1

口00－4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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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Q－999人　　1　　11　　11　　1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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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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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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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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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ILl　その　．1原動　．l

l　　　　　l機．1発電」機関」受ケ1‘．1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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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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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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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1　　11　　11　　11　　．1　　0｛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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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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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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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1　　11　　11　　11　　」　　O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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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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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1　　　10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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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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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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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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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1ペlbD－　1チヒ㌧一　1石油　一l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　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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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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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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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　99　人　　　　　　　 1　　　　　　1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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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引　　1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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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31　　6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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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0　人以上　　　　1　　　　．1　　　　31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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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31　　　101　　　　31　　　　11　　　　11　　　　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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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ILl　その　一1原動　」

l　　　　　l機一1発電．1機関□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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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1　　2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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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30－49人　　 1　　31　　．1　　11　　11　　11　　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50－99人　　1　　21　　31　　3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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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ロ00－499人　　1　　21　　11　　21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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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31　　1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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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1　　　101　　　　71　　　　．1　　　　．1　　　1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よ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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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l　　　　U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合計　　　　　　　1　　　　31　　　101　　　　71　　　　41　　　　1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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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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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無　　1蒸気　．l　　　　l　日本　一n°1いン．　1タービ0．　1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機関　」　汽機　」　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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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l　　　　l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　　　　　l　　　　　l　　　　　l　　　　　l　　　　　｝　　　　　l　　　　　i

l10－29人　　1　5931　4361　　41　　941　　611　　11　　21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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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2171　　81　　971　　16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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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81　1931　　41　1131　　1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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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81　1431　　21　　84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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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パ

1500－999人　　1　　．1　　111　　11　　1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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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1　　　　．1　　　　2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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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1　　10031　　　191　　　3991　　　1061　　　21　　　31　　　76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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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b」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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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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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61　　11　　431　　671　　01　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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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31　　01　　151　　201　　11　16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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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221　　01　16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41　　11　　51　　111　　01　1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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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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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日000　人以上　　　　1　　　　0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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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01　　　　0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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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181　　　　71　　　801　　　1221　　　　11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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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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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へ珊卜0－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一l

l　　　　　　　　　l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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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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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職工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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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0－29人　　1　2．901　8．791　3．461　150．001　165．501　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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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4」31　14．88r　3．411　　．1　　．1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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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99人　　 1　4．751　8．001　2．121　30．001　600．001　1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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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4．501　13．261　4．471　　」　　．1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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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3．001　74．301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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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　人以上　　　　l　　　　J　　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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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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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5．031　　12．661　　3．451　　90．001　310．331　　5．86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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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Ll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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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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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71　210．001　7．731　8．741　　．1　1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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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叫

130－49人　　 1　159．3引　　．1　9」71　6．701　7．001　15．85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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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26．001　133．501　19．131　10．521　　．1　17．011
＋…………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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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1　5．001　17．201　11．001　　．1　1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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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5．501　7．001　　」　1．001　　．1　7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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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1　　41．001　109．001　　　　．1　　　　，1　　8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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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1　　23．001　　　　．1　　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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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52．281　　94．791　　12．141　　8．981　　7．001　　1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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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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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n°bD－　12一ビンー　1石油　．　l

l　　　　　　　　　l機関　．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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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1．771　298．931　11．031　　．154120．501　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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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5513988．611　15．571　　．｝　　．1　3．8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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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1　198．661　2．841　　」　　．1　2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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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0．501　559．081　7．701　　」　　．1　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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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4458．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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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1000　人以上　　　　1　　　　．l　　　　J　　　　．l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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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1．OOI　1411．891　　10．311　7200．00189990．331　　32．6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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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その　．1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止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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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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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08．171　　．1　139．1011350．191　　．1268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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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63401．331　　．1　121．061　56．751　　．19273．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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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99人　　1　916．00135206．7511367．18｝　428．961　　．1615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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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277．581　　．1　379．701　194．801　　．1　758．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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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0－999人　　1　4．501　　．1　　．1　　．1　　．1446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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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1　　　　．1　81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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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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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13617．74117807．49｝　516．731　839．771　　　　．1　464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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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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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へ珊⇔－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　l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一1水車　．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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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15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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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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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31　　11　　11　　301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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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　　4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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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231　　7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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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人以上　　　　1　　　　．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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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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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11　　　　11　　　　11　　　301　　　　1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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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ゴ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ll．1　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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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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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1　2101　　2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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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81　　．1　　21　　1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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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　　21　　18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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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21　　5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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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41　　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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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1　　　411　　　10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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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l　　　　J　　　　J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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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利　　　　51　　　　21　　　　11　　　　7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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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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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ペ川0－　1チビL　l石油　一l
l　　　　　　　　　　l機関　」　汽機　．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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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501　　151　1501　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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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30－49人　　1　　51　6201　　17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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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99人　　1　　71　1201　　71　　301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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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51　1701　　12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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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231　160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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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1　　　221　　　　．1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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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6201　　　171　　　1501　　　6001　　　5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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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1他　ヨリー1　その　」　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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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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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671　2101　　781　3001　　．1　68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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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　　．1　　421　　301　　71　12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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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3501　1551　1001　　．1　9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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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51　　511　　431　　．1　2101
1－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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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71　　71　　．1　　11　　．1　16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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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10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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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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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4501　　3501　　　1551　　3001　　　7｜　　1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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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個人所有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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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工場数　1　複数　　1　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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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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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81　6561　82621　71941　63131　89181　8．761　U．901　1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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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ヨ

130－49人　　 1　13991　1251　12741　11971　119引　 13991　13．691　29．871　3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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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8071　　761　7311　7331　7211　8071　18．651　54．291　6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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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100－499人　　1　3391　　501　2891　3181　3171　3391　41．921　135．351　165．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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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61　　31　　31　　61　　61　　61　130．001　477．171　60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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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0人以上　　　　1　　　　引　　　　11　　　21　　　　31　　　　31　　　　31　675．331　896．001　157L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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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11　　　　81　　　　01　　　　0i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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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4811　　　9121　　105691　　94511　　85531　　114721　　11．551　　23．191　　26．8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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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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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42．581　40．591　25．741　　11　　11　　101　　291　　291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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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06．011　128．251　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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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538．191　378．581　176．511　　11　　11　　501　　991　　981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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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100－499人　　14173．6115887．0815832．381　　11　　11　1001　4001　4351　49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42196．80173870．97115126．171　　91　　121　5221　5411　8401　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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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518730．3引634231．00188422．331　　　2251　　　271　　12951　　15061　　15911　　1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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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不明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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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562．531　1548．821　1819．601　　　　11　　　　11　　　101　　15061　　15911　　1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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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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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　　　　　1　日本　」ペMンー　1チヒ㍉一　1石油　□
｝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機関　」　汽機　．1水車　」　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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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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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65481　23701　　701　8431　4911　　21　　51　50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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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1　8201　　421　5421　1551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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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2001　6071　　38［　4501　136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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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581　2811　　171　2291　　681　　01　　2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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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1　　61　　0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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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000　人以上　　　　1　　　　．1　　　　31　　　　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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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61　　　　31　　　　0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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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73911　　40901　　　1671　　20731　　　8521　　　　21　　　　91　　　64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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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自家　」　ガス　」　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一　1　発電　一1機関　一1　受　ケ止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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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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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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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341　　61　2311　3661　　141　8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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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9人　　1　　71　　51　　491　　851　　11　139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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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31　　361　　471　　41　80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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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71　　141　　371　　11　3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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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1　　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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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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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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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01　　　　01　　　　01　　　　01　　　　01　　　　9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741　　　211　　　3311　　　5391　　　201　　11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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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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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1いコー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r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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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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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l　　　　　l　　　　　l

l10－29人　　1　1．041　1．071　1．061　1．001　1、201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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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101　1．051　1．161　　．1　1．001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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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031　1．131　1．061　　．1　　．1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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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　　人　　　　　　　　 1　　　　　1・061　　　　　1．381　　　　　1．101　　　　　　　　．1　　　　　　1．001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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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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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1

口000　人以上　　　　1　　　　．1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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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ヨ

1不明　　　　　　　1　　　　．1　　1．0引　　　1．0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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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051　　1．121　　1．081　　1．001　　1．111　　1．0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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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　原動　一l

l　　　　　l機一1発電．1機関□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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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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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職工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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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061　1．001　1．041　1．091　］．001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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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141　1．001　1．101　1．121　1．001　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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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061　1．001　1．061　1．431　1．001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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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711　8．571　1．211　1．351　1．001　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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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　　．1　1．001　12．331　　．1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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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川000　人以上　　　　1　　1．001　　　　．1　　　　．1　　21．001　　　　．1　　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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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1　　　　．1　　　　．1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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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91　　3．521　　1．061　　1．241　　1．001　　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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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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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　n°腓0－　1ワーヒ㌢一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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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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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0－29人　　1　0．071　0．101　0．091　0．001　0．201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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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0．091　0．061　0．331　　．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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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0．031　0．381　0．061　　．1　　．1　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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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l　O．061　1．241　0．121　　．1　0．001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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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　0．501　　．1　　．1　　．1　　．l
l－一L－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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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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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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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0．061　　0．291　　0．13i　　O．001　　0．111　　0．07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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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自家　」　ガス　」　他　ヨリ」　その　一1原動□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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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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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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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0．061　0．001　0．051　0．341　0．001　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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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0．141　0．001　0．091　0．］11　　．1　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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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0．061　0．001　0．051　1．901　0．001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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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911　214．621　0．181　0．461　　．1　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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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　　．1　　．1　321．331　　．1　17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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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1　　　　．l　　　　J　　　　．l　　　　J　　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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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1　　　　．1　　　　．1　　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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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0．461　　77．761　　0．071　　3．071　　0．001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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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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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1ペ川ンー　1チビ0－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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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l　　　　　l　　　　　l

日0－29人　　1　　11　　1i　　ll　　ll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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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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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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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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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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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l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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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　　　　　　　1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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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川　　　　川　　　　11　　　　11　　　　川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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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　　ガス　．1他　ヨリロ　その　」　原動　．l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一1　受　ケ1‘．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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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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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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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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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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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100－499人　　1　　11　　11　　1i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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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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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11　　　　．1　　　　．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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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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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1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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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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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へ’bロー　1タービン。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　水車　．1水車　」　水車　」　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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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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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0－29人　　1　　31　　5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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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1　　3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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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21　　91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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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21　　1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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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l　　J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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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0　人以上　　　　1　　　　．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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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　　　　　　　1　　　　．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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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31　　　121　　　51　　　　11　　　21　　　3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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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1　ガス　ロ　他　ヨリ．1　その　一1原動　」

l　　　　　l機一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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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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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口0－29人　　1　　21　　1｝　　31　　91　　11　　91
＋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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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1　　21　　11　　51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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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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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61　　411　　2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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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999人　　1　　．1　　．1　　11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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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11　　　　．1　　　　．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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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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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61　　　411　　　　31　　　3引　　　　11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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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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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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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ペbD－　1チビL　l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　機関　．l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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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65481　23701　　591　7941　2051　　21　　41　5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5791　8201　　321　4791　　60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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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パ

150－99人　　1　2001　6071　　281　4041　　59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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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581　2811　　161　1861　　261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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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　　61　　0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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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1000人以上　　　　1　　　　．1　　　　31　　　　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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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61　　　　31　　　　0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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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73911　　40901　　　1351　　18711　　　3511　　　　21　　　　71　　　64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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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ILl　その　□　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1受　ケILl　他　．　1機馬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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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51　2301　3651　　121　209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61　　41　　471　　851　　11　72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71　　31　　361　　471　　41　5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499人　　1　　131　　61　　141　　36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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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0－999人　　1　　01　　01　　11　　31　　01　　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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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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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不明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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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681　　　181　　　3281　　　5371　　　181　　3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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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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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ヘルD－　1タービコー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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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1　12．3引　4．501　19．001　50．00｝　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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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9．231　10．931　3．941　　．1　40．001　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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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7．911　14．351　3．30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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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100－499人　　1　12．131　33．801　6．731　　．1　58．501　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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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　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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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000　人以上　　　　1　　　　．1　281．6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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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0．001　　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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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10．031　　15．011　　4．361　　19．001　　51．001　　5．8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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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ILl　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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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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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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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1　135．001　6．451　4．131　1．831　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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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26．501　2、501　9．791　6．431　5．001　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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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322．861　13．671　11．391　7．521　2．881　2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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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66．5416477．581　23．321　9．851　20．001　19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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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　　．1　13．001　110・501　　．1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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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40．001　　　　．1　　　　．1　223．001　　　　．1　373．8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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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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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l　lOO．321　2199．531　　8．211　　6．171　　3．251　　2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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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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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1‘ロー　1チ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　水車　．1水車　」　水車　．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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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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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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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211．031　332．251　34．671　578．OOI　1533．331　1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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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578．8711598．111　19．831　　．1　　．1　2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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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71．8111085．381　20．431　　．1　　．1　7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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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00－499人　　1　85．721］1529．641　76．101　　．1　144．501　6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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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11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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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110450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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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71．421　2194．651　　33．021　578．001　830．331　　21．191

　　明治42年　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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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自家　一1　ガス　．1他　ヨリロ　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一1　受　ケ止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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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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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03、94167918．001　32．331　42．681　0．521　37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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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1463501　3．001　50．131　66．231　　．1114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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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1612725．84｝　112．331　41．731　63．381　0．73193075．47［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日00－499人　　19720、4412472626551　231．291　115．411　　．1648389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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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叫

1500－999人　　1　　．1　　．1　　．132605．751　　．12494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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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1　　　　．1　　　　．l　　　　j　　　　．110844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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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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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404329．401824322831　　56．861　326．571　　18．6014474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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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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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ペルト）－　1ターヒ㌻．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1水車　□　水車　□　水車　．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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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町自8工夫見‡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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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1　　01　　2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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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21　　11　　01　　．1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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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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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51　　11　　11　　．1　　501　　3｝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q－999人　　1　　・1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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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1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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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0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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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叶

1合計　　　　　　　1　　　　11　　　　11　　　　01　　　　21　　　10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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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　他　ヨリー1　その　．1原動　一l

l　　　　　l機．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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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l　　　　　　　　l　最小　1　最小　1　最小　1　最ノ」・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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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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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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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O－29人　　 1　　0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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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1　　11　　21　　1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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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21　　41　　21　　11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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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11　　21　　61　　1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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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500－999人　　l　　J　　J　　13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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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lOOO　人以上　　　　1　　　401　　　　．1　　　　．1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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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　　　　．1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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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01　　　11　　　11　　　11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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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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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へ’bト0－　1チビ）－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　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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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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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　2121　　601　　36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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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401　7681　　251　　．1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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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701　4651　　35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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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321　12001　　351　　」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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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0－999人　　1　　．1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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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1

口000　人以上　　　　1　　　　．1　　　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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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不明　　　　　　　1　　　　．1　　　10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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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12001　　　601　　　361　　　1001　　　6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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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　ガス　」　他　ヨリロ　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励．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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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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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801　6001　　421　　651　　31　6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1001　　51　　321　　561　　51　76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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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01　　251　　261　　431　　41　706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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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1　385751　　551　　501　　201　395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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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3191　　．1　4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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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1　　　　．1　　　2231　　　　．1　　　7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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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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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52501　　385751　　　551　　　3191　　　201　　39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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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その他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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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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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数　　1　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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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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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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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日0－29人　　1　　461　　41　　421　　351　　381　　461　6．911　13．611　1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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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261　　51　　211　　181　　261　　261　10．611　29．501　3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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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0－99人　　 1　　381　　121　　261　　281　　381　　381　13．791　58．761　6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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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381　　201　　181　　361　　351　　381　46．811　138．491　17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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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00　人以上　　　　1　　　　11　　　　11　　　　．1　　　　11　　　　11　　　　11　261．001　1778．001　203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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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1491　　　421　　　1071　　　1181　　　1381　　　1491　　23．431　　73．491　　86．6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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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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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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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91　48．031　30．921　　11　　21　　101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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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04．961　159．461　28．621　　11　　21　　301　　321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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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

l50－99人　　 1　270．171　325．921　237．261　　11　　61　　501　　701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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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5453．0813700．6116347．881　　41　　761　1031　4351　3231　43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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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1　　17781　　20391　　　2611　　17781　　20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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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言†　　　　　　　　　　　　　1　　　2500・571　　24756．811　　31326．781　　　　　　　　11　　　　　　　　21　　　　　　　101　　　　　　4351　　　　　17781　　　　　2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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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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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　　　　　1　日本　．口゜川ン．　1チビ：‥　1石油　一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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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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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l　　　　　l

l10－29人　　 1　　311　　151　　11　　7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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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51　　211　　21　　131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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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50－99人　　1　　61　　321　　21　　22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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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100－499人　　1　　51　　331　　21　　18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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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日0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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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言｛’　　　　　　　　　　　　　1　　　　　　　471　　　　　　1021　　　　　　　　71　　　　　　　601　　　　　　　201　　　　　　　　21　　　　　　　　01　　　　　　　　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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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1原動　□

l　　　　　l機一1発電．1機関」受ケ1Ll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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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場数　1　工場数　1工場数　l　J二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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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職に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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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人　　 1　　21　　01　　0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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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30－49人　　1　　0｝　　Ol　　Ol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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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50－99人　　 1　　01　　01　　01　　6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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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lOO－499人　　1　　21　　11　　31　　1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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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1　　　　01　　　　0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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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41　　　　11　　　　41　　　221　　　　01　　　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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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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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1ペ1‘⇔．　1タービン．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　　　　　　　　　1　台数　　1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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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1．001　1．001　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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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001　1．081　1．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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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001　1．051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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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叶

1100－499人　　1　1、001　1．281　1．501　　．1　　．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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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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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合計　　　　　　　1　　1．001　　1．121　　1．351　　2．501　　　　．1　　1．0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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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1　ガス　．1他　ヨ‘Ll　その　」　原動　一l

l　　　　　l機一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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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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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2．501　　．1　　．1　2．001　　．1　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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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l　　J　　．1　1．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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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　　．1　　．1　1．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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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00－499人　　1　2．001　15．001　1．001　1．251　　．1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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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叫

11000　人以上　　　　1　　　　．1　　　　．1　　1．00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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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　　15．001　　1．001　　1．231　　　　。1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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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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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n’川ンー　1チビン．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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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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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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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0．001　0．08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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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0．001　0．051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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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0．001　0．451　0．331　　．l　　J　O．0田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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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0．001　　0．171　　0．341　　4．50「　　　　．1　　0．0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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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　　ガス　ー1　他　ヨリ．1　その　，1　原動　一l

l　　　　　l機一1発電」機関」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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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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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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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　　．1　　．1　　．1　　．1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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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l　　J　　，1　0．001　　．1　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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コ

150－99人　　l　　d　　．1　　．1　0．001　　．1　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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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2．001　　．1　0．001　0．201　　．1　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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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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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251　　　　．1　　0、001　　0．181　　　・．1　　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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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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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へ’ルD．　1チビラー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1水車　」　水車　．1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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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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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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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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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0－99人　　1　　川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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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川00－499人　　1　　川　　ll　　川　　」　　・1　　利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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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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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w　　　　11　　　　11　　　　．1　　　　川

　　明治42年　工場通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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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自家」ガスロ他引」その」原動」
l　　　　　l機．1発電．1機関□受ケlb．1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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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最小　　1　最小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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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中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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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　　．1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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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　　．1　　．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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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　　．1　　．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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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1　　15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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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人以上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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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51　　　　11　　　　11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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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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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ペbトン，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　水車　．1水車　．1水車　．1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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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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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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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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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1　　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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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11　　31　　2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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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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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計　　　　　　　1　　　　11　　　　31　　　　31　　　　41　　　　．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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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l

l　　　　　｝機一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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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O－29人　　1　　41　　．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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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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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1　　．1　　．i　　1｝　　．1　　3｜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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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51　　11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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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1　　　　．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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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　合計　　　　　　　1　　　　41　　　151　　　　11　　　　21　　　　．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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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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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一l　　　　l日本　．1ペ齢0－　1チビ0，　1石油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1水車　□　機関　□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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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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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311　　151　　11　　71　　2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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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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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11　　21　　12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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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61　　321　　21　　22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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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499人　　1　　51　　331　　11　　16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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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10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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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合計　　　　　　　1　　　471　　　1021　　　　61　　　571　　　121　　　　21　　　　01　　　　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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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1受　ケILr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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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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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01　　0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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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0－49人　　1　　01　　01　　01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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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50－99人　　1　　01　　01　　01　　6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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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499人　　1　　21　　11　　31　　1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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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上　　　　1　　　　01　　　　0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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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41　　　　11　　　　41　　　221　　　　01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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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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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へ◆腓ンー　1チビン．　1石油　口

l　　　　　　l機関□汽機．1水車．1水車□水車□機関」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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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O－29人　　1　120．001　20．141　2．5011770．001　　．1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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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4．501　6．791　　．1　15．001　　．1　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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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8．001　9．191　6．711　　．1　　．1　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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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25．001　31．881　8．331　　．1　　．1　1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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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28．331　　16．401　　6．421　892．501　　　　．1　　9．33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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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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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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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10－29人　　 1　700．501　　．l　　j　22．001　　．1　28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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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　　．1　　．1　5．501　　．1　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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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　　．1　　．1　4．671　　．1　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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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　81．001　237．001　13．331　20．921　　．1　4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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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IOOO　人以上　　　　1　　　　．l　　　　j　　26．001　　25．001　　　　．1　　5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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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390．751　237．001　　16．501　　15．321　　　　．1　　6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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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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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ペ肘ン．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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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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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人　　 1　　．11255．48｝　O．501　　」　　．1　12．0◎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49人　　1　0，501　5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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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50－99人　　1　8．001　281．861　6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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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0－499人　　1　　．12709．181　2．33i　　．1　　．1　48．25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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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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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7．071　1086．351　　40．9911540012．501　　　　．1　　34．94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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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　ガス　．1他　ヨリー1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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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職工規模　　　　　l　　　　　l　　　　　l　　　　　l　　　　　l　　　　　l　　　　　l
十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10－29人　　1978600．501　　．1　　．1　　．1　　．194084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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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1　　．1　　．1　12．501　　．1　4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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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50－99人　　1　　．1　　．1　　．1　0．671　　．1　21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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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499人　　19522．001　　．1　9．331　369．541　　．11302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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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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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457300．921　　　　．1　　46．331　260．421　　　　．114621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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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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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蒸気　一l　　　　l　日本　．1ヘルD．　1チヒ㌧．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1水車　．1水車　」　機関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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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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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O－29人　　1　1201　　引　　21　177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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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41　　21　　．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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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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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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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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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71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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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41　　　21　　　　11　　　151　　　　．1　　　　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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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発電　」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r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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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叫

l　　　　　　　　　　l　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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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職工規模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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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29人　　1　　11　　．1　　．r　　221　　．1　　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30－　49　 ノ＼　　　　　　　 1　　　　　　．1　　　　　　．1　　　　　　．1　　　　　　3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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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1　　．1　　．1　　31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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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2371　　10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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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1

日000　人以．ヒ　　　　1　　　　．1　　　　、1　　　261　　　2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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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i　　　　11　　　2371　　　101　　　　引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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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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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ペbU．　1チヒ㌧．　1石油　．　l

l　　　　　　　l機関．1汽機」水車□水車．1水車．1機関」
1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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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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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1001　　31　1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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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51　　241　　．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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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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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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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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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　　1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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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i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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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201　　　2101　　　251　　17701　　　　．1　　　1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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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自家　」　ガス　．1他　ヨILlその　」　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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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1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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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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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　　．1　　．1　　221　　d　36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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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30－49人　　 1　　．l　　J　　．1　　8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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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50－99人　　 1　　．l　　J　　．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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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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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2371　　161　　751　　．1　6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1000人以上　　　　1　　　　．l　　　　J　　　　261　　　2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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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4001　　　2371　　　261　　　751　　　　．1　　3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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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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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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1　　　1911　　　1541　　　2981　　　3341　　　3451　　92．501　359．191　427．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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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831　　　581　　　251　　　831　　　331　　　831　164．181　　28．271　17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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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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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　　　1221　　　621　　　1831　　　1451　　　1831　　89．061　　28．531　11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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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盆物工場　　　　｛　　　140｛　　　771　　　631　　　139｝　　　561　　　140｝　　42．45｝　　27．881　　53．29｝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雑工場　　　　　　1　　　1351　　　971　　　381　　　1281　　　801　　　1341　　59．｜31　　39．561　　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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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771　　　351　　　421　　　771　　　　41　　　771　　32．641　　2．751　　3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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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9641　　　5801　　　3841　　　9081　　　6521　　　9621　　80．921　199．04i　211．28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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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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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23539．451327902．681491047．341　　　　11　　　　11　　　101　　10501　　31581　　398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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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803．691　1365．021119473．981　　　101　　　　21　　　101　　26331　　　1511　　26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11491．421　1408．07115851．111　　　　21　　　　11　　　101　　　8601　　　2301　　　96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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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9．421　1929．931　5069．371　　　　41　　　　11　　　101　　　4601　　　2631　　　53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7236．061　2839，69113188．241　　　　11　　　　11　　　101　　　5221　　　2811　　　66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077．941　　2．921　1078，361　　　101　　　　11　　　101　　　1781　　　　51　　　17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I

l合計　　　　　　　123404．811195610．141219009．711　　　　11　　　　11　　　101　　26331　　31581　　3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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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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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　　　　　1日本　」へ’1‘D－　1タービL　l石油　」
｝　　　　　　　　　　1－一一…一一……一一一　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　水車　」　水車　□　機関　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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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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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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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染織工場　　　　　1　　　531　　　2921　　　211　　　2411　　　211　　　　3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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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91　　　641　　　　11　　　381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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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化学工場　　　　　1　　　441　　　1401　　　101　　　1201　　　　71　　　　5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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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481　　　921　　　　1［　　　781　　　　3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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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雑工場　　　　　　1　　　　381　　　971　　　　01　　　591　　　　3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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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61　　　711　　　101　　　391　　　　01　　　10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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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081　　　7561　　　431　　　5751　　　341　　　191　　　321　　　5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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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自家　．1ガス　．1他　ヨリロ　その　□　原動　．l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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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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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　　　231　　　　81　　　251　　　　01　　　34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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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21　　　　111　　　　111　　　23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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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化学工場　　　　　1　　　441　　　121　　　101　　　131　　　　01　　　18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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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01　　　1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61　　　　31　　　211　　　211　　　　11　　　13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特別工場　　　　　1　　　631　　　101　　　　81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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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821　　　661　　　621　　　921　　　　11　　　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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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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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n°1‘トン．　1タービン．　1石油　．　l

l　　　　　　　　　　l機関　」　汽機　．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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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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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431　　2．001　　1．051　　2，331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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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001　　2．471　　　　．1　　　　．1　　　　．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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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201　　2．611　　1．861　　5．401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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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l　　LOO1　　1、821　　9．671　　3．001　　1．001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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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1．511　　1．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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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3．301　　3，131　　　　．1　　1．801　　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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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281　　2．161　　1．971　　2．891　　2．031　　1．27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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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Ll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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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1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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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染織工場　　　　　1　　1．801　　6．521　　］．501　　3．321　　　　．1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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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771　　15．641　　1．641　　2．911　　　　．1　　4．8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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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　　7．251　　2．301　　3．001　　　　．1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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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561　　5．291　　1．251　　2．381　　　　．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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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エ場　　　　　　1　　1．311　　2．001　　1．051　　1．431　　1．001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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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3．841　　11．001　　3．251　　12．501　　　　．1　　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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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12｜　　8．521　　1．711　　2．861　　1．001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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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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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ロペ肘L　lターヒ㌻．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1水車　．1水車　一1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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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1　　6．001　　0．051　　2．331　　0．271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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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11．011　　　　．1　　　　．1　　　　．1　　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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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0．181　　10．071　　2．141　　7．801　　3．601　　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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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3．401　225．331　　　　．1　　　　．1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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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1．391　　0．001　　　　．l　　　　J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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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2．901　　5．591　　　　．1　　0．621　　1．68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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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　　6．461　　20．091　　4．771　　1．841　　0．6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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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Ll　その　」　原動　口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1受　ケ止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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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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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011　110．811　　0．571　　95．061　　　　．1　　3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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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521　386．651　　0．651　　24．261　　　　．1　10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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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化学工場　　　　　1　　0．641　244．931　　7．571　　5．171　　　　．1　　4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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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　　41．901　　0．251　　2．841　　　．1　　1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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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0．631　　3．001　　0．051　　0．961　　　　．1　　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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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特別工場　　　　　1　　10．781　　83．781　　4．791　220．501　　　　．1　　6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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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4．031　168．321　　2．411　　37．071　　　　．1　　3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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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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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へ珊卜0．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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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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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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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化学工場　　　　　1　　　　川　　　　1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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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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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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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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ヰ

1特別工場　　　　　1　　　　11　　　　11　　　　．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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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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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一1ガス　」　他　ヨ｛Ll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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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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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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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化学工場　　　　　1　　　　11　　　　11　　　　U　　　　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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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工場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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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工場　　　　　　1　　　　11　　　　11　　　　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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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1　　　　11　　　　11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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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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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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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木　」ペML　lターヒ㌧．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　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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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301　　　　2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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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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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21　　　271　　　51　　　　8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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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工場　　　　1　　　11　　　121　　　271　　　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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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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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61　　　141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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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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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301　　　271　　　81　　　　61　　　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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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1　ガス　」　他　ヨリロ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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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391　　　　31　　　　5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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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51　　　581　　　　31　　　2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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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51　　　561　　　101　　　　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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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61　　　171　　　2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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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41　　　　41　　　　2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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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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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271　　　　71　　　2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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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合計　　　　　　　1　　　141　　　581　　　101　　　501　　　　11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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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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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　日本　一1ペ1‘トンー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　機関　．l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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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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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2921　　　201　　　2361　　　151　　　　3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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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91　　　641　　　　11　　　381　　　　0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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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441　　　1401　　　　91　　　1211　　　　71　　　　5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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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481　　　921　　　　1r　　　78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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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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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　　　　01　　　591　　　　2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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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61　　　711　　　101　　　391　　　　01　　　10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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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081　　　7561　　　411　　　5711　　　261　　　191　　　321　　　54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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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1　ガス　．1他　ヨll」　その　．1原動　．　l

l　　　　　l機一1発電．1機関一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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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081　　　231　　　　81　　　251　　　　01　　　2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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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1　　　111　　　111　　　2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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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431　　　121　　　101　　　13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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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251　　　71　　　41　　　8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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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雑］二場　　　　　　　　　 1　　　　　　151　　　　　　　31　　　　　　211　　　　　　2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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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621　　　101　　　　81　　　　21　　　　01　　　7U
l…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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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1　　　661　　　621　　　901　　　　11　　　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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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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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1ペlbD．　1チビ0．　1石油　．　l
l　　　　　　　　　　l機関　□　汽機　」　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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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42，601　293．431　　3．401　383．671　480．751　　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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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650．001　208．481　　　　．1　　　　．1　　　　．1　　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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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化学工場　　　　　1　119．671　197．661　296．431　1162．001　1358．001　　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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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22．001　　99．041　　59．001　　6．001　　50．001　　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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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91．491　　55．001　　　　．1　　　　．1　　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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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特別工場　　　　　1　3166．301　1084．971　　　　．1　1155，901　2323．651　　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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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391　274．131　　90．541　975．051　1610．811　　10．7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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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ll」　その　．1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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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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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72．471　331。021　　72．811　　54．121　　　　．1　425．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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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80．621　314，101　　20．271　　22．191　　　　．1　28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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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288．501　668．001　255．661　170．721　　　　．1　90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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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57．941　　63．001　40．251　　39．061　　　．1　11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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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工場　　　　　　1　　39．201　　33．671　　14．791　　9．241　　8．001　　7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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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509．351　461．631　　71．941　2762．501　　　　．1　3678．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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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633．001　367．321　　71．111　111．891　　8．001　73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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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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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bD．　1タービン．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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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2094．381243266．051　　4．97195370．331226272．501　　2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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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10913．711　　　　．1　　　　．1　　　　．1　　70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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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45807．50172933．401564395．621301720．0011104920．001　15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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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71．921　4802．00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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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雑工場　　　　　　1　　　　．116045．501　4050．001　　　　．1　　　　．1　　6．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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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3512，2312715156．031　　　　．12114083．66140900623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4143228．361361896．391152417．7011273025．161220384741　184．48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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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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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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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業大分類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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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131．611350328．97110545．421　8942．341　　　　．1108447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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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108062．551220552．011　345．421　488．791　　　　．159678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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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6279671013424606．361500377．96153043．591　　　　」　364631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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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5．331　6086．001　2026．921　1868．171　　　　．12643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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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4004，891　1146．331　184．861　246．971　　　　．11965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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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106380681336980．35114400．4617702812．501　　　　．16317118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125180191813424．67184110．321260610．261　　　　．114190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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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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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へrbわ一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一l
l　　　　　　　　　　l機関　．1汽機　」　水車　」　水車　」　水車　□　機関　」
1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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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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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1　　　　11　　　301　　　301　　　　2｝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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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1　　　　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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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61　　　　11　　　　21　　　6601　　　78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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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221　　　　21　　　101　　　　6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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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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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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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7501　　　251　　　　．1　　　170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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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1　　　　11　　　　11　　　　61　　　30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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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　他　ヨリー1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b．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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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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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51　　　　5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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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1　　　　5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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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川　　　　5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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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斗

1飲食物工場　　　　1　　　　41　　　　2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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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31　　　　21　　　　1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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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31　　　　51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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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21　　　　21　　　　11　　　　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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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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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ペlbD－　1ターボo．　1石油　．　l
l　　　　　　　　　　l機関　」　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　機関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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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1　　39151　　　　101　　　6001　　　1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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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6501　　　1450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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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6671　　14881　　20001　　20001　　2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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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221　　　5171　　　1081　　　　61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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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ヨ

1雑工場　　　　　　1　　　　．1　　　7971　　　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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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特別工場　　　　　1　　100541　　83001　　　　．1　　50801　　2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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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00541　　83001　　20001　　50801　　270001　　　731

　　明治42年　工場通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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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l

l　　　　　l機一1発電．1機関一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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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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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1　　20631　　　3101　　　4001　　　　．1　　1000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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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1　　16501　　　671　　　751　　　　．1　　49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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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51　　65051　　22681　　　7101　　　　．1　　7126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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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　　　1971　　　1001　　　1101　　　　．1　　　8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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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　　　701　　　501　　　701　　　　81　　114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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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1　　17251　　　3601　　47251　　　　．1　　5783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520251　　65051　　22681　　47251　　　　81　　71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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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合名会社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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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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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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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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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981　　　1431　　　551　　　1581　　　1931　　　｝98｝　　14．651　　87．99｝　　97．461
1－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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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01　　　241　　　　61　　　301　　　　91　　　301　　45．171　　19．441　　5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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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321　　　291　　　　31　　　321　　　291　　　321　　37．341　　23．341　　5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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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041　　　471　　　571　　　1041　　　241　　　1041　　25．951　　80．501　　44．53i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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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81　　　401　　　281　　　441　　22．271　　19．641　　32．75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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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01　　　　11　　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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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091　　　2791　　　1301　　　3651　　　2831　　　4091　　23．211　　7L791　　70．38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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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57．26113420．77115387．151　　　　11　　　　21　　　101　　　2751　　　7291　　　77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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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351　596．781　2108．001　　　101　　　　11　　　101　　　1531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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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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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72．751　892．811　9656．391　　　　21　　　　21　　　101　　　4311　　　1131　　　5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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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77110002．261　7198．501　　　　41　　　　21　　　101　　　4451　　　3541　　　55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446．511　660．021　692．281　　　　21　　　　21　　　101　　　991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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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1　　　　．1　　　151　　　　．1　　　15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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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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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8．35110906．97110928．471　　　　11　　　　11　　　101　　　4451　　　7291　　　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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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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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　日本　．1ペ1』卜o－　1タービ）．　1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コ　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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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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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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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l……一…………－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631　　　1351　　　　9｛　　　941　　　2引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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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71　　　231　　　　11　　　　101　　　　11　　　　01　　　　01　　　　1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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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61　　　161　　　　1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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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651　　　391　　　　11　　　21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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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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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工場　　　　　　1　　　221　　　221　　　　01　　　1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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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11　　　　0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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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731　　　2361　　　12i　　　1471　　　341　　　　01　　　　01　　　23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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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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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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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場　　　　　　　　1　　　　　　61　　　　　　01　　　　　　91　　　　　　1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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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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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01　　　　8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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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31　　　　11　　　　31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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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　　　　01　　　　11　　　　31　　　　11　　　10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01　　　　01　　　　21　　　　7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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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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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181　　　　11　　　231　　　291　　　　11　　　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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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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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ペ掛ンー　1タービン，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　水車　．1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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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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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　　1．291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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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001　　　1．601　　　2．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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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001　　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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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001　　1．141　　1．00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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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雑工場　　　　　　l　　　　J　　　1．091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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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l　　　　J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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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71　　1．291　　1．211　　　　．1　　　　．1　　　1．04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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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1　ガス　」　他　ヨリ．1　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　機関　」　受　ケILl　他　一　1　機　．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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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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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001　　　　．1　　1．111　　1．081　　　　．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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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31　　　　．1　　1．251　　2．001　　　　．1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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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671　　1．001　　1．001　　1．001　　　　．1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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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2．001　　　　．1　　1．001　　1．001　　1．001　　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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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1　　1．001　　1．291　　　　．1　　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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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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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221　　1．001　　1．131　　1．281　　1．001　　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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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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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へ’腓0－　1チビ0－　1石油　．l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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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91　　0．361　　0．271　　　　J　　　　J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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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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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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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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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i　　o．1引　　　0．001　　　　。1　　　　．1　　0．17｛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　　0．091　　0．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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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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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1　　0．381　　0．231　　　　．1　　　　．1　　0．04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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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1－1　その　□　原動　一l

l　　　　　l機．1発電一1機関」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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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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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織工場　　　　　1　　0．001　　　　．1　　0．111　　0．08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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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0．121　　　　．1　　0．501　　2．001　　　　．1　　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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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331　　　　．1　　0．001　　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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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飲食物工場　　　　1　　　　．1　　　　．1　　　　．1　　0．001　　　　」　　　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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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エ場　　　　　　1　　　　．l　　　　J　　　O．001　　0．571　　　　．1　　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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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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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ご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合言1’　　　　　　　　　　1　　　　0．301　　　　　　」　　　　 0．211　　　　0．561　　　　　　　．1　　　　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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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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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1へ’bD－　1ターヒ㌧一　1石油　．　l

l　　　　　　　　　　l機関　．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　機関　．l
l　　　　　　　　　l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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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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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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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川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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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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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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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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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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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川　　　　川　　　　11　　　　・1　　　　・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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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ぼ　ガス　」　他　ヨリ．1その　□　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b」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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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　　　　11　　　　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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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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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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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飲食物工場　　　　1　　　　21　　　　」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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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1　　　　11　　　　11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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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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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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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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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1ペ肘ン．　1チヒ㌧．　1石油　一l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1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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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1　　　　4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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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自　　　　　41　　　　21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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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引

1化学工場　　　　　1　　　　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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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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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雑工場　　　　　　1　　　　．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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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特別工場　　　　　l　　　　J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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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1　　　　41　　　　引　　　　．1　　　　．1　　　　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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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口　自家　一1　ガス　．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l

l　　　　　l機，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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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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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1　　　　．1　　　　引　　　　　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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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化学工場　　　　　1　　　　31　　　　11　　　　目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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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エ場　　　　1　　　21　　　．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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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1

［雑工場　　　　　　1　　　　．1　　　　．1　　　　1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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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l　　　　J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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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　　　　31　　　　11　　　　31　　　　41　　　　1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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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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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日本　一口゜阯ン．　1タービL　l石油　一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機関」汽機」水車□水車」水車」機関」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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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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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631　　　1351　　　　91　　　861　　　　13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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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71　　　　231　　　　11　　　　1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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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61　　　161　　　　1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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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工場　　　　1　　　651　　　391　　　　1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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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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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221　　　　01　　　1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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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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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731　　　2361　　　121　　　1381　　　151　　　01　　　01　　　23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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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1他　ヨリロ　　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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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61　　　　01　　　　71　　　121　　　　01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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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81　　　　01　　　　9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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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化学工場　　　　　1　　　　31　　　　11　　　　3｜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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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飲食物工場　　　　1　　　　1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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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01　　　　01　　　　2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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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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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181　　　　11　　　221　　　281　　　　11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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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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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ペ1いL　l2一ヒ㌧一　1石油　．　l
l　　　　　　　　　l機関　□　汽機　．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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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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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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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1　　22、311　　4．151　　　　」　　　　．1　　8．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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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501　　121．251　　30．001　　　　．1　　　　．1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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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5．001　　6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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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8．001　　19．391　　　　．1　　　　．1　　　　．1　　6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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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81　　8．001　　　　．1　　　　．1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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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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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6．7引　　33．191　　6．131　　　　．1　　　　．1　　7．6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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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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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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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1　　　　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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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1　　　　．1　　20．711　　12．381　　　　．1　　2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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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エ場　　　i　307，501　　　　．1　　12．561　　24．001　　　　．1　20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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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265．671　　30．001　　13．671　　7．501　　　　．1　11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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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30。001　　　　．1　　11．001　　8・501　　30・001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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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　　　　．1　　　　．1　　15．001　　18・571　　　　・1　　2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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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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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88．741　　30．001　　15．451　　15．381　　30．001　　47．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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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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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ペ1しD．　1チビL　l石油　．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1水車　□　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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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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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産業大分類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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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21　2425．761　　5．311　　　　．1　　　　．1　　1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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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43372．0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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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8053．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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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飲食物工場　　　　1　　　　．1　411．561　　　　．｝　　　　パ　　　　　コ　　　6．70｝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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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1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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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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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8．341　5795．201　　49．121　　　　．1　　　　．1　　11．98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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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　ガス　」　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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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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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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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44．401　　　　．1　560．571　424．011　　　　．1　221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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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714940．861　　　　．1　149．781　886．501　　　　．146505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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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152581．331　　　　．1　　72．331　　12．501　　　　．165388．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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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1　　4．501　　　　．1　31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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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1　242。001　852．871　　　　．1　62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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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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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787．181　　　　．1　249．881　522．751　　　　．15724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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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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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1レロ．　1チビンー　1　石油　一l

l　　　　　　l機関□汽機．1水車」水車□水車□機関」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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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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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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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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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5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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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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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別　　　　21　　　　．～　　　　パ　　　　　．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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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31　　　　81　　　　．1　　　　．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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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　　　　．1　　　　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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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合計　　　　　　　1　　　　21　　　　引　　　　　11　　　　川　　　　　．1　　　　3i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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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他　ヨリー1　その　一1原動　，l

l　　　　　　　　　l　機　一　1発電　□　機関　」　受　ケ止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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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最小　　1　最小　　i　最小　　1　最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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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61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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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　　　　5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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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ユ：場　　　　　1　　　　71　　　301　　　　4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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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301　　　　．1　　　111　　　　7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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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雑工場　　　　　　　1　　　　．1　　　　．1　　　　引　　　　　11　　　　．1　　　　川
1－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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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叫

1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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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11　　　301　　　　41　　　　11　　　3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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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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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1↓卜L　lタービL　l石油　一l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　水車　」　機関　一1
｝　　　　　　　　　｝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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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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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3001　　　　9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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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1　　　665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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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51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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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81　　　75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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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70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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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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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01　　　6651　　　301　　　　．1　　　　．1　　　1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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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　他　ヨリロ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1‘－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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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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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織ユニ場　　　　　　　　　1　　　　　　　351　　　　　　　　．1　　　　　　　691　　　　　　　751　　　　　　　　．1　　　　　　3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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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1　　　　．1　　　431　　　681　　　　．1　　　325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7151　　　301　　　201　　　101　　　　」　　　10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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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1　　　10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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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1　　　261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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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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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24001　　　301　　　691　　　801　　　301　　3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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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合資会社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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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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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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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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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染織工場　　　　　1　　　2771　　　2541　　　231　　　2371　　　2691　　　2771　　11．861　　90．491　　9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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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781　　　721　　　　61　　　781　　　241　　　781　139．46｝　　17．671　14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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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叫

1化学工場　　　　　1　　　1101　　　891　　　211　　　1081　　　851　　　1101　　43．541　　50．311　　8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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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201　　　89i　　　311　　　1201　　　441　　　1201　　19．42i　　44．251　　3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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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171　　　1091　　　　81　　　1131　　　751　　　1171　　35．851　　31．031　　5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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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41　　　　引　　　　11　　　　41　　　　01　　　　41　　70、751　　　　．1　　70．751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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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7061　　　6161　　　901　　　6601　　　4971　　　7061　　37．961　　67．03｜　　82．68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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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322．63118290．12120703．721　　　　11　　　　11　　　101　　　1831　　12501　　129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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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025．711　1733．541395688．721　　　　81　　　　11　　　101　　53681　　　2051　　538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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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4．741　4120．711　9690．681　　　　51　　　　11　　　101　　　4581　　　3001　　　48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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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75．741　4637．681　2678．321　　　21　　　　11　　　101　　　821　　　2651　　　31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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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474．201　5364，131　9214．361　　　　11　　　　11　　　101　　　3501　　　5001　　　8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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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4．251　　　　．1　8974．251　　　101　　　　．1　　　101　　　2121　　　　．1　　　21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48714．41112569．55155857．091　　　　11　　　　11　　　101　　53681　　12501　　5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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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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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l　　　　l　日本　□へ’阯）－　1タービ）－　1石油　．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機関　□　汽機　」　水車　．｝水車　．1水車　」　機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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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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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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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　　　　　1　　　　　1　　　　　1　　　　　1

1染織エ場　　　　　1　　　641　　　2131　　　151　　　1471　　　54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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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機械器具工場　　　1　　　181　　　601　　　　41　　　2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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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エ場　　　　　1　　　601　　　501　　　　01　　　331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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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叫

1飲食物工場　　　　1　　　611　　　591　　　　21　　　54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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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431　　　741　　　　51　　　34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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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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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0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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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461　　　4601　　　261　　2921　　　621　　　31　　　11　　　47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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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1　ガス　」　他　ヨリ．1その　」　原動　」

l　　　　　l機一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1機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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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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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21　　　　11　　　　81　　　201　　　　01　　　27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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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201　　　16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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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21　　　　11　　　101　　　　6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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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71　　　　11　　　　11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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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51　　　　11　　　　131　　　1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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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中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　　　　11　　　　01　　　　01　　　　0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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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371　　　111　　　521　　　621　　　　21　　　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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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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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bトン．　1戸ビ0．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1水車　一1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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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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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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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

l染織工場　　　　　1　　1．131　　1．311　　1．221　　　1．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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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501　　1．60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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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1．881　　1．251　　1．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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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001　　1．15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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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201　　1．211　　　　．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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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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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　　1．351　　1．231　　1．001　　1．001　　1．1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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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ILl　その　．1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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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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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　　1．001　　　1．381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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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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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50．831　　1．351　　1．441　　　　．1　　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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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2，501　　13．001　　1．001　　2．5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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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41　　1．001　　1．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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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雑工場　　　　　　1　　1．201　　1．001　　1．081　　1．221　　1．001　　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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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9．OOl　　11．001　　　　．1　　　　．1　　　　．1　　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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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1　　30．181　　1．211　　L391　　1．OOI　　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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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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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n°腓⊃．　1チ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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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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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1　　0．931　　0．331　　　　．l　　　　J　　　O，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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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機械器具工場　　　1　　0．331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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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1　　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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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0．001　　0．13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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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エ場　　　　　　l　　O．201　　0．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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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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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0．161　　L251　　0．311　　0．001　　　　．1　　0．1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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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1他　ヨILl　その　一1原動　．l

l　　　　　l機．1発電．1機関□受ケ1し」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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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1　　　　．1　　1．121　　0，27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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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4．001　6060．971　　0．661　　0，531　　　　．1　66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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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化学工場　　　　　1　　4．501　　　　．1　　0．001　　10．301　　　　．1　　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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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0．1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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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0．201　　　　．1　　0．081　　0．541　　　　．1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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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　　　　．1　　　　．1　　　　．1　1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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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2．961　3608．161　　0．441　　1．361　　0．001　　7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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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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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ペ1‘⇔－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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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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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1　　　　21　　　　．1　　　　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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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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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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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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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11　　　　．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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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　　　　　11　　　　11　　　　11　　　　11　　　　川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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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1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一l

l　　　　　l機．1発電一1機関」受ケb」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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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川　　　　　11　　　　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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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1　　　　11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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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場　　　　　1　　　　11　　　13r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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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1　　　　11　　　　11　　　　川　　　　O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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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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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91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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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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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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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ロへ’lbトン．　1タービン．　1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一｜機関　」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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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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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81　　　　引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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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引　　　　　5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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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13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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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川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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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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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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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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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1　　　131　　　41　　　　11　　　　11　　　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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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自家　一1　ガス　」　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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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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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1　　　　11　　　　41　　　　31　　　　．1　　　　91
1－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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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41　　　　31　　　　．1　　　21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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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11　　　　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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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2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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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1　　　　11　　　　21　　　　4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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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91　　　川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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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91　　　2021　　　41　　　　91　　　　11　　　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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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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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　日本　□ペ腓ンー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一l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1機関　．l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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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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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染織工場　　　　　1　　　641　　　2131　　　121　　　1281　　　24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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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601　　　　41　　　201　　　　11　　　　0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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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601　　　501　　　　01　　　331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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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611　　　591　　　　11　　　5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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ヰ

1雑工場　　　　　　1　　　431　　　741　　　　41　　　34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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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41　　　　0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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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計　　　　　　　1　　　2461　　　4601　　　　211　　　2711　　　　311　　　　31　　　　11　　　　46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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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　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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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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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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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11　　　　71　　　201　　　　01　　　1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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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i　　　　51　　　201　　　16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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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21　　　　11　　　101　　　　5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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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51　　　　0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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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51　　　　11　　　131　　　18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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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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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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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　　　341　　　　91　　　511　　　601　　　　11　　　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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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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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ペlbD－　1ターヒ㌧一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　水車　．1機関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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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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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1　　22．611　　7．211　　25．001　　36．001　　8．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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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432．751　182．221　　5．001　　　　．1　　　　．1　　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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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l　　　　J　　164．661　　4．751　　15．001　　　　．1　　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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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コ

1飲食物工場　　　　1　　6．001　　39．151　　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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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2．651　　44．821　　　　．1　　20．001　　　　．1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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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l　　　　J　　195．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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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01　　60．191　　7．651　　20．001　　36．001　　7．5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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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一1　ガス　．1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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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1　　7．501　　14．711　　12．451　　　　．1　　2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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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機械器具工場　　　1　427．901　1228．601　　39．701　　15．561　　　　．1　30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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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489．751　1350．001　　7．601　227．801　　29．001　19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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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96．461　　　　．1　　10．001　　6．001　　　　．1　　4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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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9．301　　20．OOI　　10．501　　8，141　　　　．1　　2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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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709．001　　96．001　　　　．1　　　　．1　　　　．1　456．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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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98．481　846．281　　21．951　　29．821　　29．001　　8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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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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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ペ1しD－　19一ビ）－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　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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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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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7．401　3269．311　216．261　　　　」　　　　」　　5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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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395756．921265905．701　　　　、1　　　　．1　　　　．1　　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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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l　　　　J178834．411　　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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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8886．181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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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6．621　1226．571　　　　．1　　　　．1　　　　．1　　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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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11377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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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94．73149918．411　184．301　　25．001　　　　」　　35．501

　　明治42年工場通覧
所有形態別　産業業種別　分布表

　企業所有形態　　Sl合資会社

l　　　　　　　　　l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ロ　他　ヨリ」　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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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染織工場　　　　　1　　99．511　　　　」　　181．901　336．681　　　　」　262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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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機械器具工場　　　1952648．1013101409．80110940．121　810．531　　　　．1258638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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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475800．131　　　　．1　　28．041237867．201　　　　．145850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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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078．411　　　　．1　　　　．1　　　　．1　　　　．1　1992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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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921．201　　　　」　　69．001　　70．411　　　　」　1169．6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ニ…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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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6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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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322105．5111917428．321　4412．16120093．501　　　　．142894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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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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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ロペ1‘D－　1チビン．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1水車　．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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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1　　　　11　　　25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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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機械器具工場　　　1　　　　61　　　　引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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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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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31　　　　151　　　　．1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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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61　　　　21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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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71　　　　41　　　　，1　　　201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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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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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　　　11　　　11　　　151　　　361　　　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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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　ガス　」　他　ヨ‘Ll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袖一1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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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8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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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機械器具工場　　　1　　　　引　　　　48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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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場　　　　　1　　　　21　　13501　　　　21　　　　21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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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21　　　　．1　　　10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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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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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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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1　　　96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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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21　　　81　　　21　　　11　　　2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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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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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へ’肘0－　1チビンー　1石油　一l

l　　　　　　l機関一1汽機一1水車」水車□水車」機関□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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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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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染織工場　　　　　1　　　151　　　5251　　　751　　　25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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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3401　　23001　　　　5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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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20161　　　　6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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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引　　　1000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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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工場　　　　　　1　　　291　　　1501　　　　．1　　　　2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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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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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3401　　23001　　　751　　　251　　　361　　　3引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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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1　ガス　ロ　他　ヨリロ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止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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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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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織工場　　　　　1　　　301　　　　81　　　371　　　701　　　　」　　　52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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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42501　　　4801　　　1161　　　　．1　　1211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9781　　13501　　　161　　11001　　　291　　4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2181　　　　．1　　　101　　　　61　　　　．1　　10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071　　　201　　　301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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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7091　　　961　　　　．1　　　　．1　　　　．1　　174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r合計　　　　　　　1　　31501　　42501　　　4801　　11001　　　291　　12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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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類似団体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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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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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工場数　｝　単一　　1　複数　　｝職工男　1職工女　1職工計　1職工男　1職工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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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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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染織工場　　　　　1　　　855｝　　　4911　　　3641　　　7021　　　8421　　　8551　　6．031　　58．451　　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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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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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451　　　　81　　　531　　　　171　　　531　　38．601　　15．651　　4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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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051　　　1771　　　281　　　2051　　　1721　　　2051　　16，971　　23．701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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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ゴ

1飲食物工場　　　　｛　　　1981　　　1221　　　761　　　1961　　　76i　　　1981　　16．781　　21．781　　2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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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4081　　　3531　　　551　　　3871　　　2361　　　4071　　23．581　　13．501　　30．25｜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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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1　　　　31　　　　01　　　　31　　27．331　　　　．1　　2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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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7221　　11891　　　5331　　15461　　13431　　17211　　14．391　　43．481　　46．86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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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　　　　l　　　　i
l－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エ場　　　　　1　　95．0引　　8356，361　9362．591　　　　11　　　　11　　　101　　　1381　　　9501　　10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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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7．861　814．371　8206．661　　　　41　　　　11　　　101　　　4931　　　941　　　58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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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72，541　1103．611　1891．041　　　　11　　　　11　　　101　　　931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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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70．351　2580．121　1570．421　　　21　　　　11　　　101　　　1151　　　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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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エ場　　　　　　1　1851．711　505．381　3111．781　　　　11　　　　11　　　101　　　7721　　　2461　　101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96．331　　　　．1　296．331　　　151　　　　．1　　　151　　　471　　　　．｝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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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言†　　　　　　　　　　　　　1　　　851．931　　　6005．091　　6290．861　　　　　　　　11　　　　　　　　11　　　　　　　101　　　　　　7721　　　　　　9501　　　　　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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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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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機関数　．　有無　1蒸気　．l　　　　l　日本　」ペ川）．　1タービ0．　1石油　．　l

l　　　　　　l…一一…………一一1機関」汽機」水車□水車」水車」機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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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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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　　　6961　　　271　　　4071　　　37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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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281　　　　01　　　　5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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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691　　　361　　　　01　　　1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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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エ場　　　　1　　　1281　　　701　　　　21　　　341　　　　6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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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381　　　1701　　　　11　　　241　　　　3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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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31　　　　01　　　　21　　　　0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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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合計　　　　　　　1　　　7191　　100引　　　　301　　　4841　　　3831　　　　21　　　　31　　　76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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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口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ll」　　その　口　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一1受　ケ止1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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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l　　　　　　　　　l工場数　1工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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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l　　　　　l　　　　　卜　　　　　l　　　　l　　　　　l　　　　　l
l…………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31　　　　11　　　　81　　　191　　　　01　　　8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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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51　　　　9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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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41　　　　11　　　141　　　　71　　　　01　　　20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エ場　　　　1　　　　01　　　　01　　　　51　　　13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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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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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1　　　491　　　791　　　　11　　　40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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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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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合言「　　　　　　　　　　　　1　　　　　　　181　　　　　　　　81　　　　　　　811　　　　　　1271　　　　　　　　11　　　　　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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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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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日本　一1ペ1い）．　1チ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　水車　」　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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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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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　　1．121　　1．101　　　　．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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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3．401　　1．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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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1．251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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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001　　1．181　　L171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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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001　　1．081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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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特別工場　　　　　1　　　　．1　　2．001　　　　．1　　1．001　　1．00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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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1　　1，151　　1．101　　1．001　　1．001　　1．0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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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　　ガス　．1他　ヨll」　その　．1原動　一l

l　　　　　l機一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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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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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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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1．001　　1．001　　1．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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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601　　1．671　　1．201　　1．221　　　　．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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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l　　L251　　2．001　　1．141　　1．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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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叫

1飲食物工場　　　　1　　　　．1　　　　．1　　1．201　　1．151　　　　．1　　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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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エ場　　　　　　1　　1．251　　5．501　　L181　　1．061　　1．001　　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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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2．001　　2．001　　　　．1　　　　．1　　　　．1　　4．001
1－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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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叫

1合計　　　　　　　1　　1．391　　2．631　　1．161　　1．071　　1．001　　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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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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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ペ阯）．　1ターヒ㌢一　1石油　」

l　　　　　　l機関」汽機」水車．1水車」水車．1機関．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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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1　　0．261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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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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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　　0．391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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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l　　O．001　　0．151　　0コ7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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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雑工場　　　　　　1　　　　．1　　0．081　　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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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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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6｝　　0．421　　0．111　　0．001　　0、001　　0．24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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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1　ガス　」　他　ヨ’Ll　その　．1原動　．l

l　　　　　l機．1発電．1機関□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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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l　　　　l　　　　l　　　　l　　　　l　　　　　l　　　　l
l……………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0，001　　　　」　　　0．001　　0．001　　　　．1　　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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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0．801　　L331　　0．201　　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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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0．251　　　　」　　　0．291　　0．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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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コ

1飲食物工場　　　　1　　　　．1　　　　．1　　0．201　　0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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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二場　　　　　　1　　0．251　　40．501　　0．781　　0．1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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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二場　　　　　1　　2．001　　　　．1　　　　．1　　　　．1　　　　．1　　4．0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　　合言f’　　　　　　　　　　　　　1　　　　　0．491　　　　　9．41「　　　　　0．541　　　　　0．111　　　　　　　　．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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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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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ペ肘コー　1タービり一　1石油　一l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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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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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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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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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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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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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1　　　　11　　　　1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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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川　　　　・1　　　　11　　　　1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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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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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自家　」　ガス　．1他　ヨリ」　その　一1原動　」

l　　　　　l機一1発電」機関．1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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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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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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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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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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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叫

1化学工場　　　　　1　　　　11　　　　2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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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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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工場　　　　　　1　　　　11　　　　11　　　　川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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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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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11　　　　11　　　　11　　　　川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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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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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1‘D－　1ターヒ㌧一　1　石油　．l

l　　　　　　　　l機関　一1汽機」　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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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引　　　　　引　　　　　．1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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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101　　　　川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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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3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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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川　　　　21　　　　21　　　　．1　　　　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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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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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特別工場　　　　　1　　　　．1　　　　31　　　　．1　　　　11　　　　W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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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31　　　　11　　　　11　　　　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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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1他　ヨリ」　　その　コ　原動　」

l　　　　　l機、1発電．1機関．1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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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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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川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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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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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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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21　　　　2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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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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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雑］二］湯　　　　　　　　　1　　　　　　21　　　　　　101　　　　　　71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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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31　　　　21　　　　．1　　　　．l　　　　J　　　　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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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101　　　　71　　　　41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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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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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日本　一1ペ1‘トンー　1チビL　l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1汽機　．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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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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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　　　6961　　　171　　　3231　　　96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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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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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281　　　　01　　　　5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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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691　　　361　　　　01　　　1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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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281　　　701　　　　11　　　331　　　　4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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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381　　　1701　　　　11　　　241　　　　3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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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31　　　　01　　　　21　　　　0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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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7191　　10031　　　191　　　3991　　　1061　　　21　　　31　　　76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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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1　ガス　」　他　ヨ｜Ll　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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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1　　　　71　　　161　　　　01　　　44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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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1　　　　5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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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化学工場　　　　　1　　　　41　　　　11　　　141　　　　7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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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01　　　　01　　　　51　　　13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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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雑工場　　　　　　1　　　　41　　　　21　　　491　　　78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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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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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81　　　　71　　　801　　　1221　　　　11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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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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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日本　一1へ’lbトン．　1チビL　l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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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1　平均　　l
l……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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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　　7．491　　3，191　　　　．1　　1．001　　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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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l　　　　J　　77．001　　5．001　　30．001　600．001　　1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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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23．941　　5．501　　　　．1　　　　．1　　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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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3，601　　20．591　　2．881　　　　．1　　　　．1　　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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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5．001　　21．371　　10．671　　　　」　　　　．1　　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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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385．001　　　　．1　150．OOl　330．001　　　　．l
l…………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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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1　　12．661　　3．451　　90．001　310．331　　5．86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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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　他　ヨ，Ll　その　□　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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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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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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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1　　7．001　　5．791　　5．751　　　　．1　　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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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0．201　184．001　　14．801　　14．751　　　　．1　　64．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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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23．251　　32．501　　21．291　　7．711　　　　．1　　2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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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飲食物工場　　　　1　　　　．1　　　　．1　　24．101　　7．851　　　　．1　　1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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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工場　　　　　　1　　17．001　　23．001　　8．941　　9．361　　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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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358。501　210．001　　　　」　　　　。1　　　　．1　80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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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合計　　　　　　1　　52．281　　94．791　　12．141　　8．981　　7．001　　1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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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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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へ’1‘⇔－　1ターヒづ一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5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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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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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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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織工場　　　　　1　　23，491　231．14｝　　7．85｝　　　　．｝　　　　．｝　　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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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6517．001　　　　」　　　　．1　　　　．1　22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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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984．641　　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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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工場　　　　1　　　．1　298．071　　0．06i　　　．1　　　．i　　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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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807．431　　60．331　　　　．1　　　　．1　　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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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苧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104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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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1．001　1411．891　　10．311　7200．00189990．331　　32．6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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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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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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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1　　　　．1　　8。321　　58．331　　　　．1　18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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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49．20155112．001　116．701　1189．071　　　　．13389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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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化学工場　　　　　1　642．251　　　　．1　1592．841　105．571　　　　．1　21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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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916．301　　89．471　　　　．1　27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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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エ場　　　　　　1　160．671　648．001　275．561　1171．881　　　　．1　90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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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16744．501　　　　．1　　　　．l　　　　J　　　　．113781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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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13617．74117807．491　516．731　839．771　　　　．1　464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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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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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日本　一1ペ1‘D－　1チビ0．　1石油　一l

l　　　　　　l機関□汽機．1水車□水車．1水車□機関」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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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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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121　　　　51　　　　301　　　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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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場　　　　　1　　　　．1　　　　引　　　　　11　　　　．1　　　　．l　　　　lO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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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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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雑工場　　　　　　1　　　　5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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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501　　　　．1　　　1501　　　330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合言†　　　　　　　　　　　　　　　　　　1　　　　　　　　　　　1　1　　　　　　　　　　　1｝　　　　　　　　　　　1　1　　　　　　　　　　301　　　　　　　　　　　　｜1　　　　　　　　　　　1　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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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　原動　」

｝　　　　　1機．1発電ヨ機関□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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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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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最小　　1　最小　　｝　最小　　i　最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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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産業大分類　　　　1　　　　｝　　　　　l　　　　　l　　　　　l　　　　　l　　　　　l
l………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1　　　　7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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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8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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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51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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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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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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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61　　　　51　　　　21　　　　1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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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i　　　2671　　　2101　　　　」　　　　．1　　　　．1　　　51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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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51　　　　　　　　21　　　　　　　　11　　　　　　　　7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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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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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1い0－　1チビン．　1石油　」
l　　　　　　　　　l機関　．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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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1501　　　　15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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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1701　　　　51　　　301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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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場　　　　　1　　　　．1　　　1201　　　10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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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41　　　601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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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雑工場　　　　　　1　　　51　　　1301　　　17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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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6201　　　　．1　　　1501　　　3301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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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6201　　　171　　　1501　　　6001　　　5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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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1他　ヨリー1　その　．1原動　．l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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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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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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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71　　　　111　　　301　　　　．1　　　16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01　　　3501　　　261　　　1001　　　　．1　　　95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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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331　　　1551　　　301　　　　．1　　　26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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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81　　　3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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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351　　　411　　　1091　　　300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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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4501　　　2101　　　　．1　　　　．1　　　　．1　　12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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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1　　　3501　　　1551　　　3001　　　　71　　1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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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個人所有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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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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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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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91　　62221　　　3471　　46671　　63321　　65661　　5．061　　26．301　　28．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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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工場　　　1　　　8351　　　7831　　　521　　　8351　　　1551　　　8351　　28．341　　8，121　　29．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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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0861　　10251　　　611　　10751　　　7661　　10851　　16．391　　13．511　　2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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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7991　　13931　　　4061　　17931　　　5611　　17981　　15．721　　15．931　　2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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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651　　11241　　　411　　10551　　　7351　　11621　　14．671　　15．281　　22．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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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71　　　221　　　　51　　　261　　　　4［　　　261　　24．151　　3．501　　2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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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4811　　105691　　　9121　　94511　　85531　　114721　　11．551　　23．191　　26．8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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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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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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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エ場　　　　　1　　61．991　1363．291　1520．451　　　　11　　　　11　　　101　　　2251　　10701　　129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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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4．471　123．931　46日．651　　　　31　　　　11　　　101　　15061　　　761　　153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エ場　　　　　1　357．041　927，931　1417．841　　　　11　　　　11　　　101　　　2351　　　4011　　　52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36，871　1614．131　804．551　　　　11　　　　11　　　101　　　1801　　　4881　　　5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229．331　3727．841　3386．421　　　　11　　　　11　　　101　　　2951　　15911　　18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207．021　　9．001　229．341　　　101　　　　11　　　101　　　61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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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562．531　1548．821　1819．601　　　　11　　　　11　　　101　　15061　　15911　　18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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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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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　日本　．1へ’腓0－　1ターヒ㌻．　1石油　．l

l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　汽機　」　水車　．1水車　」　水車　．1機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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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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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81　　25311　　　1231　　14621　　　6771　　　　11　　　71　　　374｜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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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1　　　5581　　　　91　　　1641　　　16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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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1　　　2031　　　111　　　110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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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3721　　　4271　　　161　　2001　　　82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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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雑コ〔場　　　　　　　　　　　1　　　　　　8091　　　　　　3561　　　　　　　　81　　　　　　1341　　　　　　　34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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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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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51　　　　01　　　　31　　　　7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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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73911　　40901　　　1671　　20731　　　8521　　　　21　　　　91　　　64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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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ロ　　ガス　」　他　ヨリー1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　機関　．1受　袖」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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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71　　　711　　　2431　　　191　　656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コ

1機械器具工場　　　1　　　　231　　　　91　　　1571　　　1241　　　　01　　　83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81　　　21　　　251　　　211　　　　11　　108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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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21　　　591　　　　01　　　179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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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31　　　641　　　901　　　　01　　116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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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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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741　　　211　　　3311　　　5391　　　201　　11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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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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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l　　　　l日本　ロペ腓ンー　1タービ）－　1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　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　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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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引　　　1．081　　1．051　　　1．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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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11　　　1．321　　1．191　　　　．l　　　　J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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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化学工場　　　　　1　　1．091　　1．181　　1．311　　　　．1　　　　．1　　1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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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91　　1、111　　1．12｝　　　　」　　　1．001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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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雑工場　　　　　　1　　　1．001　　　1．161　　　1．091　　　　．1　　　2．001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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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1　　1．671　　2．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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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1．051　　1．121　　1．081　　1．001　　1．111　　1．0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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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1原動　一l

l　　　　　l機一1発電一1機関．1受ケb□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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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　　1．001　　1．041　　　1．111　　　1．001　　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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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521　　6．891　　　1．051　　　1．551　　　　．1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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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001　　1．001　　1．161　　1．431　　1．001　　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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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001　　　　．1　　1．001　　1．121　　　　．1　　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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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101　　1．001　　1．031　　1．2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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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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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91　　3．521　　1．061　　1．241　　1．001　　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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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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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阯ンー　1タービコ．　1石油　．l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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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1　　0，251　　0．061　　　　．1　　0．001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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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0．111　　0．971　　0．561　　　　．1　　　　．1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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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0．091　　0．241　　0．621　　　　．1　　　　．1　　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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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0．301　　0．111　　0．311　　　　．1　　　　．1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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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0．001　　0．161　　0．081　　　　」　　　　．1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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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331　　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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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1　　0．291　　0．131　　0．001　　0．111　　0．07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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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一1　ガス　」　他　ヨ‘Ll　その　」　原動　．l

l　　　　　l機．1発電．1機関一1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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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1　　0．001　　0．041　　0．131　　0．001　　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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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261　172．111　　0．051　　11．491　　　　．1　　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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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化学工場　　　　　1　　0．001　　0．001　　0．221　　3．861　　　　．1　　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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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叫

1飲食物工場　　　　1　　0．001　　　　」　　　0．001　　0．141　　　　．1　　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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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0．101　　0．001　　0．031　　1．171　　　　．1　　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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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1　　2．001　　0．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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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合計　　　　　　　1　　0．461　　77．761　　0．071　　3．071　　0．001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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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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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ペ1いンー　1チビコー　1石油　」

l　　　　　　l機関□汽機，1水車」水車．1水車．1機関」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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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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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1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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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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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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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化学工場　　　　　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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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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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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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11　　　　11　　　　川　　　　U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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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ロ　ガス　」　他　ヨILl　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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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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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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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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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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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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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工場　　　　　　1　　　　11　　　　1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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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1　　　　．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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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1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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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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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へ’川0－　1戸ビ）．　1石油　」
l　　　　　　　　　　l機関　」　汽機　」　水車　□　水車　□　水車　．1機関　．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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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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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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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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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21　　　　4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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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31　　　　3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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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31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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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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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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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31　　　］21　　　　51　　　　11　　　　21　　　　3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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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自家　一1　ガス　ロ　他　ヨリー1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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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11　　　　21　　　　4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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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機械器具工場　　　1　　　　61　　　411　　　　21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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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1　　　　11　　　　3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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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　　　　．1　　　　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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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21　　　　11　　　　2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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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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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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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411　　　　31　　　331　　　　11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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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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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日本　一1へ’lbD－　1チビンー　1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　水車　」　水車　．1機関　」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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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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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81　　25311　　　941　　12661　　　2621　　　　11　　　　61　　　37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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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1　　　5581　　　　91　　　1631　　　14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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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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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1　　　2031　　　101　　　1061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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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飲食物工場　　　　1　　13721　　　4271　　　151　　　2001　　　28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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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8091　　　3561　　　　71　　　1331　　　28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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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51　　　　01　　　　31　　　　6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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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73911　　40901　　　1351　　18711　　　3511　　　　21　　　　71　　　64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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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　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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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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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61　　　681　　　2421　　　171　　214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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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71　　　1571　　　1241　　　　01　　　555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81　　　　21　　　251　　　211　　　　11　　　1801
1－……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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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21　　　591　　　　01　　　374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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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31　　　641　　　891　　　　01　　　3491
1…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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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1　　　　21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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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681　　　181　　　3281　　　5371　　　181　　3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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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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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蒸気　一l　　　　l　日本　一1へ’lb｝0－　1タービ）－　1石油　一l

l　　　　　　　　　　l機関　」　汽機　」　水車　」　水車　□　水車　．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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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ト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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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1　　8．921　　3．75｝　　2．001　　42．831　　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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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1　　33．701　　6．861　　　　．1　　　　．1　　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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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10．391　　30．461　　5．541　　　　」　　　　．1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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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27．831　　17．661　　4．891　　　．1　　　．1　　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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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9．861　　33．581　　7．251　　　　．1　100．001　　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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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26．671　　6．831　　36．001　　　　．1　　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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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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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1　　15．011　　4．361　　19．001　　51．001　　5．8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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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ll－1　その　」　原動　一l

l　　　　　I機．1発電一1機関」受ケILI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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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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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232．521　112．081　　8。771　　4．221　　3．261　　1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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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57．511　5553．711　　7．941　　9．721　　　　．1　　88．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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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3．131　　3．001　　10．361　　6．291　　3．001　　2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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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飲食物工場　　　　1　　4．111　　　　．1　　10．641　　7．531　　　　．1　　13．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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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雑工場　　　　　　1　　7．111　　12．331　　6．981　　5．651　　　　．1　　1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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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1　　　　．1　　7．501　　5．001　　　　．1　　1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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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100．321　2199．531　　8．211　　6．171　　3．251　　2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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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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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1へ’lbD－　1タービ0－　1石油　一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　水車　」　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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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41　1271．111　　35。441　　　　．1　436．171　　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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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70．03111822．351　　22．751　　　　．l　　　　J　　25．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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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化学工場　　　　　1　　36．611　2030．331　　14．271　　　　J　　　　J　　18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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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453．131　319．311　　19．211　　　　．1　　　　．1　　1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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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362．811　956．341　　29．681　　　　．1　　　　．1　　1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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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特別工場　　　　　1　　　　．1　489．331　　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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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271．421　2194．651　　33．021　578．001　830．331　　21．1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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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自家　一1ガス　」　他　ヨILl　その　」　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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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2562．23157470．441　　55．941　　20．811　　19．7512429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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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機械器具工場　　　1　7854．2912120269561　　54．891　1231．001　　　　」281808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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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254．411　　2．001　　40．991　　81．311　　　　．1　14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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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1．861　　　　．1　100．501　　52．001　　　　．1　30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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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工場　　　　　　1　120．051　136．331　　61．321　129．001　　　　．1　70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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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1　　　　．1　　12．501　　0．001　　　　．1　25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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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404329．4引　824322831　　56．861　326．571　　18．6014474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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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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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1へ’lbD一　け一ヒ㌧一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　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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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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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染織工場　　　　　1　　　　11　　　　11　　　　01　　　　2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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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工場　　　1　　　　引　　　　　11　　　　U　　　　　コ　　　　　．1　　　　利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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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川　　　　．1　　　　．1　　　　引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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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2i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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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雑工場　　　　　　1　　　　31　　　　11　　　　21　　　　．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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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1　　　61　　　2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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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11　　　　01　　　　21　　　10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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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Ll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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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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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l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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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イヒ学ユニ場　　　　　　　　1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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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1飲食物工場　　　　1　　　　1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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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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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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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01　　　　11　　　　11　　　　1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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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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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l　　　　l日本　一1ペ阯0．　1チビンー　1石油　．l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　水車　」　水車　」　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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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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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7681　　　601　　　　21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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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機械器具工場　　　1　　　301　　12001　　　20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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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221　　　3181　　　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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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吋

1飲食物工場　　　　1　　　1401　　　1051　　　17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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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601　　　1501　　　201　　　　．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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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501　　　　101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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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1

1合計　　　　　　　1　　　1401　　12001　　　601　　　361　　　1001　　　65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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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1」」　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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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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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01　　　6001　　　381　　　331　　　201　　706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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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1　　385751　　　551　　　3191　　　　．1　　39523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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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41　　　281　　　401　　　　31　　　31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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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1　　　301　　　501　　　　．1　　　14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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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251　　　421　　　6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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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　　　　．1　　　101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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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52501　　385751　　　551　　　3191　　　201　　39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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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その他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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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織工場　　　　　1　　　911　　　701　　　211　　　611　　　901　　　911　　9．461　　51．021　　5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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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71　　　　71　　　　．1　　　　71　　　　11　　　　71　109．001　　2．001　10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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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61　　　　61　　　　．1　　　　61　　　　41　　　　61　　13．671　　13．001　　2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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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飲食物工場　　　　1　　　341　　　131　　　211　　　341　　　331　　　341　　34．741　162．061　19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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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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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101　　　　．1　　　　91　　　101　　　101　　16．671　　14．801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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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1　　　　11　　　　．1　　　　11　　　　01　　　　11　　12．001　　　　．1　　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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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491　　　1071　　　421　　　1181　　　1381　　　1491　　23．431　　73．491　　86．6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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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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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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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63．821　2258．091　2888．851　　　　11　　　　21　　　101　　　891　　　3011　　　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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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24706．001　　　　．124641．241　　　101　　　　21　　　101　　　4351　　　　21　　　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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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53．071　116．671　　84．271　　　　41　　　　21　　　101　　　241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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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中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782．75188457．431112137．611　　　　71　　　　51　　　101　　　2611　　17781　　2039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98．001　135．961　291．511　　　　31　　　　21　　　121　　　291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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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　　　　．1　　　121　　　　．1　　　12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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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合計　　　　　　1　2500．57124756．81131326．781　　　11　　　21　　　101　　　4351　　17781　　2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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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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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原動機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　　　　　1　日本　一1ペ1レ⇔－　1フービり．　1石油　．l
l　　　　　　　　　l………一…一…一一一一1機関　□　汽機　．1水車　．1水車　」　水車　□　機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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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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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321　　　591　　　　61　　　451　　　181　　　　01　　　　01　　　　1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て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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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0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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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31　　　　31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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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41　　　301　　　　01　　　　71　　　　2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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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61　　　　4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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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1　　　　01　　　　01　　　　01　　　　1r　　　　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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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言†　　　　　　　　　　　　　1　　　　　　　471　　　　　　1021　　　　　　　　71　　　　　　　601　　　　　　　201　　　　　　　　21　　　　　　　　01　　　　　　　　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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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1　ガス　ロ　他　ヨリロ　その　．1原動　」

l　　　　　l機，1発電．1機関」受ケILI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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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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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01　　　　01　　　　4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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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1　　　　11　　　　0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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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01　　　　01　　　　01　　　　01　　　　01　　　　6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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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1　　　　4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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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雑コ1二場　　　　　　　　 1　　　　　　01　　　　　　01　　　　　　01　　　　　　2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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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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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41　　　　］1　　　　41　　　221　　　　01　　　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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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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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1ヘコ』ロー　1タービ）－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一1水車　．1機関　一1
｝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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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産業大分類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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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染織工場　　　　　1　　　1．001　　　1．071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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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機械器具工場　　　1　　　　．l　　L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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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l　　　　J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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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工場　　　　1　　　　．1　　1．141　　1．5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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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0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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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　　　　．1　　4．0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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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OO1　　1．121　　1．351　　2．501　　　　．1　　1．0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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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一l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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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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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1　　　　．1　　　1．251　　　　．1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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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1機械器具工場　　　1　　2．001　　15．001　　　　」　　　2．001　　　　．1　　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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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化学工場　　　　　1　　　　川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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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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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1　　1．201　　　　」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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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エ場　　　　　　1　　　　．1　　　　．1　　　　．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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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4．001　　　　．1　　　　．1　　　　．1　　　　．1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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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1　　15．001　　1．001　　1．231　　　　．1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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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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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1ペ腓）－　1チビン．　1石油　．　l
l　　　　　　　　　　l機関　」　汽機　．1水車　．1水車　．1水車　一1機関　一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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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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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0．001　　0．111　　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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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工場　　　l　　　　J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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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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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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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飲食物工場　　　　1　　　　．1　　0．141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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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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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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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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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　　0．001　　0．171　　0．341　　4．501　　　　．1　　0．00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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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　　自家　」　　ガス　ー1他　ヨリー1　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機一1発電」機関□受ケ1』．1他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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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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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業大分類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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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0．251　　　　．1　　0．82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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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　　　　．1　　　　．l　　　　j　　5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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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化学工場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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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0．001　　0．171　　　　．l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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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1　　　　．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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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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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合計　　　　　　1　　2．25｝　　　．1　　0．001　　0．181　　　　．1　　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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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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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n°肘0．　1ターヒ㌧．　1石油　．l
l　　　　　　　　　　l機関　」　汽機　一1水車　．1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l
l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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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11　　　　11　　　　川　　　　．1　　　　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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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ヰ

1機械器具工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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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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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11　　　　11　　　　川　　　　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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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雑工場　　　　　　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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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　　　　．1　　　　41　　　　．1　　　　口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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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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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自家　一1ガス　ロ　他　ヨ｜Llその　」　原動　口

l　　　　　l機一1発電．1機関．1受ケ⊥1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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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1　　　　．1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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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機械器具工場　　　1　　　　11　　　151　　　　．1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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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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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1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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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1　　　　．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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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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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合計　　　　　　　1　　　　11　　　1引　　　　11　　　　11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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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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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一1ペ川0－　1タービ0－　1石油　．　l

l　　　　　　l機関」汽機．1水車．1水車」水車□機関．l
l　　　　　　　　　　l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1　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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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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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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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1　　　　3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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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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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　　　　．l　　　　J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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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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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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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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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　　　　．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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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31　　　　31　　　　41　　　　．1　　　　1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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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ll－1　その　一1原動　□

l　　　　　l機一1発電一1機関一1受ケ止1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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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　　　　　l　　　　　l

l　染織二1二場　　　　　　　 1　　　　　　11　　　　　　．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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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31　　　15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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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

｝化学工場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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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11　　　　21　　　　．1　　　　3｝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叫

1雑工場　　　　　　1　　　　．1　　　　．1　　　　．1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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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特別工場　　　　　1　　　　41　　　　．1　　　　一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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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41　　　151　　　　11　　　　21　　　　．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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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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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l　　　　l　　　　l　　　　　l　　　　　l　　　　l　　　　l
l　　　　　　　　　l機関数　一　有無　　1蒸気　一l　　　　l日本　ロペ1‘D．　1チビ）．　1石油　．｜
l　　　　　　　　　　l…一一……一一…一一叫　機関　一1汽機　．1水車　□　水車　」　水車　一1機関　．l

l　　　　　　　　　l動力無　1動力有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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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591　　　　51　　　42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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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21　　　　51　　　　01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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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化学工場　　　　　1　　　　31　　　　31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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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41　　　301　　　　01　　　　71　　　　2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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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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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41　　　　1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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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1　　　　11　　　　01　　　　01　　　　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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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

1合計　　　　　　　1　　　471　　　1021　　　61　　　571　　　121　　　21　　　01　　　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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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リ」　その　．1原動　」
l　　　　　　　　　　l　機　．　1発電　」　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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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1　　　　4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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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工場　　　1　　　　21　　　　11　　　　01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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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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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01　　　　01　　　　4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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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パ

1雑工場　　　　　　1　　　　01　　　　01　　　　0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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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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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41　　　　11　　　41　　　221　　　01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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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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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1ペ肘ンー　12一ビンー　1石油　．　l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　水車　」　機関　」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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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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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　　　6．371　　4．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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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65、751　　　　．l　　　　J　　　　　J　　　6．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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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場　　　　　1　　　　．1　　19．501　　　　J　　　　J　　　　．1　　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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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工場　　　　1　　　　．1　　35．861　　16．501　　15．001　　　　．1　　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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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工場　　　　　　1　120．001　　5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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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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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J　17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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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8．331　　16．401　　6．421　892．50r　　　　．1　　9．33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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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一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ILl　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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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l　　　　　l　　　　　l　　　　　l　　　　　l

l染織工場　　　　　1　　12．001　　　　．1　　　　．1　　19．751　　　　．1　　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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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75．501　237．001　　　　」　　20．001　　　　．1　147．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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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1　　　　．1　　　　．1　　　　．1　　15．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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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16．501　　15．471　　　　．1　　2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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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雑工場　　　　　　　　　　　 1　　　　　　　　．1　　　　　　　　．1　　　　　　　　．1　　　　　3．001　　　　　　　　．1　　　　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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ヰ

1特別工場　　　　　1　1400．001　　　　」　　　　．l　　　　J　　　　．1　364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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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390．751　237．001　　16．501　　15．321　　　　．1　　6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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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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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ペ1しD－　1ター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　水車　．｜水車　一1水車　」　機関　」
l　　　　　　　　　I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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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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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01　　69．271　　6．9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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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工場　　　1　　　　．1　9332．251　　　　．1　　　　．1　　　　．1　　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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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場　　　　　1　　　　．1　　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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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物工場　　　　1　　　　．1　1055．141　144．501　　　　．1　　　　．1　　4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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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369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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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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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合計　　　　　　　1　2077．071　1086．351　　40．9911540012．501　　　　．1　　34．94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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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　自家　一1　ガス　ー1他　ヨ｜1．1　その　一1原動　」

l　　　　　　　　　l　機　一　1発電　一1機関　一1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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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136．251　　　　」　　17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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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器具工場　　　111100．501　　　　．1　　　　．1　　　　．1　　　　．17862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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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場　　　　　l　　　　J　　　　．1　　　　．1　　　　．1　　　　．1　　6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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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46．331　332．551　　　　．1　4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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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　　　　．1　　　　．1　　0．001　　　　．11140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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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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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300．921　　　　．1　　46．331　260．421　　　　．114621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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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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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ペ1‘D－　1タービン．　1石油　．l

l　　　　　　l機関」汽機．1水車」水車．1水車□機関．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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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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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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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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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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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　　　101　　　　8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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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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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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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工場　　　　　1　　　　．1　　　　．1　　　　．1　　1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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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1　　　　11　　　151　　　　．1　　　　2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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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口　自家　．1　ガス　．1他　ヨ1Ll　その　一1原動　口
l　　　　　　　　　l　機　．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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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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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1　　　　．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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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1　　　2371　　　　．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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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化学工場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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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10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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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1雑工場　　　　　　1　　　　．1　　　　．1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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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特別工場　　　　　1　　14001　　　　．1　　　　．1　　　　．1　　　　．1　　36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1　　　2371　　　101　　　　31　　　　．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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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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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一n’bロー　19一ビンー　1石油　□
l　　　　　　　　　　l機関　一1汽機　一1水車　一1水車　．1水車　．1機関　一l
l　　　　　　　　　l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1馬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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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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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51　　　51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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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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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場　　　　　1　　　　．1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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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飲食物工場　　　　1　　　　．1　　　85「　　　251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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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雑工場　　　　　　1　　　1201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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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特別工場　　　　　1　　　　．1　　　　．1　　　　．1　　1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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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パ

1合計　　　　　　　1　　　1201　　　2101　　　251　　17701　　　　．1　　　191

　　明治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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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電　．1自家　．1ガス　ー1他　ヨll－1その　一1原動　一l
l　　　　　　　　　　l　機　一　1発電　．1機関　」　受　ケILl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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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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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　　　　．1　　　3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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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機械器具工場　　　1　　　1501　　　2371　　　　．1　　　201　　　　．1　　　648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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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J　　　　　．1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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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飲食物工場　　　　1　　　　．1　　　　．1　　　261　　　7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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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雑工場　　　　　　1　　　　．1　　　　．1　　　　．1　　　　31　　　　．1　　　220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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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　　　　．l　　　　J　　　　．l　　　　J　　　36471
1－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l

l合計　　　　　　　1　　14001　　　2371　　　261　　　751　　　　．1　　3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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