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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49&cht xzke dk;ZØe mi 'kh"k Z&49&cht xzke dk;ZØe mi 'kh"k Z&49&cht xzke dk;ZØe mi 'kh"k Z&49&cht xzke dk;ZØe mi 'kh"k Z&49&cht xzke dk;ZØe / Seeds Rural Programme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S240100796490317 ——         70,00,000         70,00,000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S240100796490323         22,70,600       1,50,00,000       1,50,0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S240100796490335 ——       1,50,00,000       1,50,00,000 ——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S240100796490545         69,90,200       4,00,00,000       4,00,00,000 ——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1S240100796490759         24,98,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9&cht xzke dk;ZØe ;ksx mi 'kh"kZ&49&cht xzke dk;ZØe ;ksx mi 'kh"kZ&49&cht xzke dk;ZØe ;ksx mi 'kh"kZ&49&cht xzke dk;ZØe ;ksx mi 'kh"kZ&49&cht xzke dk;ZØe / Seeds Rural Programme       1,17,58,800       7,70,00,000       7,7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74&izf'k{k.k] ijh{k.k ,oa izR;{k.k mi 'kh"k Z&74&izf'k{k.k] ijh{k.k ,oa izR;{k.k mi 'kh"k Z&74&izf'k{k.k] ijh{k.k ,oa izR;{k.k mi 'kh"k Z&74&izf'k{k.k] ijh{k.k ,oa izR;{k.k mi 'kh"k Z&74&izf'k{k.k] ijh{k.k ,oa izR;{k.k / Training, Testing & Demostartion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S240100796740317         67,04,000       7,00,00,000       7,00,0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S240100796740335         61,78,938       3,00,00,000       3,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4&izf'k{k.k] ijh{k.k ,oa izR;{k.k ;ksx mi 'kh"kZ&74&izf'k{k.k] ijh{k.k ,oa izR;{k.k ;ksx mi 'kh"kZ&74&izf'k{k.k] ijh{k.k ,oa izR;{k.k ;ksx mi 'kh"kZ&74&izf'k{k.k] ijh{k.k ,oa izR;{k.k ;ksx mi 'kh"kZ&74&izf'k{k.k] ijh{k.k ,oa izR;{k.k /

Training, Testing & Demostartion       1,28,82,938      10,00,00,000      10,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75&jk"Vªh; tSfod [ksrh dk fodkl mi 'kh"k Z&75&jk"Vªh; tSfod [ksrh dk fodkl mi 'kh"k Z&75&jk"Vªh; tSfod [ksrh dk fodkl mi 'kh"k Z&75&jk"Vªh; tSfod [ksrh dk fodkl mi 'kh"k Z&75&jk"Vªh; tSfod [ksrh dk fodkl /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Organic Farming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S240100796750317 ——         10,00,000         10,00,000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S240100796750323 ——         30,00,000         30,0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S240100796750335 ——         1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5&jk"Vªh; tSfod [ksrh dk fodkl ;ksx mi 'kh"kZ&75&jk"Vªh; tSfod [ksrh dk fodkl ;ksx mi 'kh"kZ&75&jk"Vªh; tSfod [ksrh dk fodkl ;ksx mi 'kh"kZ&75&jk"Vªh; tSfod [ksrh dk fodkl ;ksx mi 'kh"kZ&75&jk"Vªh; tSfod [ksrh dk fodkl /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Organic Farming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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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76&dhVuk'kh iz;k sx'kkyk dh LFkkiuk mi 'kh"k Z&76&dhVuk'kh iz;k sx'kkyk dh LFkkiuk mi 'kh"k Z&76&dhVuk'kh iz;k sx'kkyk dh LFkkiuk mi 'kh"k Z&76&dhVuk'kh iz;k sx'kkyk dh LFkkiuk mi 'kh"k Z&76&dhVuk'kh iz;k sx'kkyk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Pesticide Laboratory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S240100796760317 ——         20,00,000         20,00,000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S240100796760323 ——          5,00,000          5,00,000 ——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S240100796760545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6&dhVuk'kh iz;ksx'kkyk dh LFkkiuk ;ksx mi 'kh"kZ&76&dhVuk'kh iz;ksx'kkyk dh LFkkiuk ;ksx mi 'kh"kZ&76&dhVuk'kh iz;ksx'kkyk dh LFkkiuk ;ksx mi 'kh"kZ&76&dhVuk'kh iz;ksx'kkyk dh LFkkiuk ;ksx mi 'kh"kZ&76&dhVuk'kh iz;ksx'kkyk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Pesticide Laboratory ——         75,00,000         7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2,46,41,738      18,95,00,000      18,9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49&cht xzke dk;ZØe mi 'kh"k Z&49&cht xzke dk;ZØe mi 'kh"k Z&49&cht xzke dk;ZØe mi 'kh"k Z&49&cht xzke dk;ZØe mi 'kh"k Z&49&cht xzke dk;ZØe / Seeds Rural Programme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S240100800490317 ——         65,00,000         65,00,000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S240100800490323         37,85,900       1,25,00,000       1,25,0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S240100800490335 ——       1,00,00,000       1,00,00,000 ——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S240100800490545         70,86,010       4,25,00,000       4,25,00,000 ——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1S240100800490759         16,66,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9&cht xzke dk;ZØe ;ksx mi 'kh"kZ&49&cht xzke dk;ZØe ;ksx mi 'kh"kZ&49&cht xzke dk;ZØe ;ksx mi 'kh"kZ&49&cht xzke dk;ZØe ;ksx mi 'kh"kZ&49&cht xzke dk;ZØe / Seeds Rural Programme       1,25,37,910       7,15,00,000       7,1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51&jk"Vªh; tSfod [ksrh fodkl mi 'kh"k Z&51&jk"Vªh; tSfod [ksrh fodkl mi 'kh"k Z&51&jk"Vªh; tSfod [ksrh fodkl mi 'kh"k Z&51&jk"Vªh; tSfod [ksrh fodkl mi 'kh"k Z&51&jk"Vªh; tSfod [ksrh fodkl / National Organic Farming Development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S240100800510317 ——         10,00,000         10,00,000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S240100800510323 ——         30,00,000         30,0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S240100800510335 ——         1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1&jk"Vªh; tSfod [ksrh fodkl ;ksx mi 'kh"kZ&51&jk"Vªh; tSfod [ksrh fodkl ;ksx mi 'kh"kZ&51&jk"Vªh; tSfod [ksrh fodkl ;ksx mi 'kh"kZ&51&jk"Vªh; tSfod [ksrh fodkl ;ksx mi 'kh"kZ&51&jk"Vªh; tSfod [ksrh fodkl /

National Organic Farming Development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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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65&izf'k{k.k ijh{k.k ,oa izR;{k.k mi 'kh"k Z&65&izf'k{k.k ijh{k.k ,oa izR;{k.k mi 'kh"k Z&65&izf'k{k.k ijh{k.k ,oa izR;{k.k mi 'kh"k Z&65&izf'k{k.k ijh{k.k ,oa izR;{k.k mi 'kh"k Z&65&izf'k{k.k ijh{k.k ,oa izR;{k.k / Training, Testing & Demostartion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S240100800650317         30,81,675       7,00,00,000       7,00,0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S240100800650335         33,83,325       3,00,00,000       3,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5&izf'k{k.k ijh{k.k ,oa izR;{k.k ;ksx mi 'kh"kZ&65&izf'k{k.k ijh{k.k ,oa izR;{k.k ;ksx mi 'kh"kZ&65&izf'k{k.k ijh{k.k ,oa izR;{k.k ;ksx mi 'kh"kZ&65&izf'k{k.k ijh{k.k ,oa izR;{k.k ;ksx mi 'kh"kZ&65&izf'k{k.k ijh{k.k ,oa izR;{k.k /

Training, Testing & Demostartion         64,65,000      10,00,00,000      10,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71&dhVuk'kh iz;k sx'kkyk dh LFkkiuk mi 'kh"k Z&71&dhVuk'kh iz;k sx'kkyk dh LFkkiuk mi 'kh"k Z&71&dhVuk'kh iz;k sx'kkyk dh LFkkiuk mi 'kh"k Z&71&dhVuk'kh iz;k sx'kkyk dh LFkkiuk mi 'kh"k Z&71&dhVuk'kh iz;k sx'kkyk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Pesticide Laboratory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S240100800710317 ——         20,00,000         20,00,000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S240100800710323 ——          5,00,000          5,00,000 ——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S240100800710545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1&dhVuk'kh iz;ksx'kkyk dh LFkkiuk ;ksx mi 'kh"kZ&71&dhVuk'kh iz;ksx'kkyk dh LFkkiuk ;ksx mi 'kh"kZ&71&dhVuk'kh iz;ksx'kkyk dh LFkkiuk ;ksx mi 'kh"kZ&71&dhVuk'kh iz;ksx'kkyk dh LFkkiuk ;ksx mi 'kh"kZ&71&dhVuk'kh iz;ksx'kkyk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Pesticide Laboratory ——         75,00,000         7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1,90,02,910      18,40,00,000      18,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01&Qly d`f"k&deZ dqy ;ksx&2401&Qly d`f"k&deZ dqy ;ksx&2401&Qly d`f"k&deZ dqy ;ksx&2401&Qly d`f"k&deZ dqy ;ksx&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4,36,44,648      37,35,00,000      37,3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4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3475&vU; lkekU; vkfFkZd lsok,a  / OTHER GENERAL ECONOMIC SERVICES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 REGUL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mi 'kh"k Z&03&jkT; fof/kd eki 'kk[kk dk lqn`< +hdj.k mi 'kh"k Z&03&jkT; fof/kd eki 'kk[kk dk lqn`< +hdj.k mi 'kh"k Z&03&jkT; fof/kd eki 'kk[kk dk lqn`< +hdj.k mi 'kh"k Z&03&jkT; fof/kd eki 'kk[kk dk lqn`< +hdj.k mi 'kh"k Z&03&jkT; fof/kd eki 'kk[kk dk lqn`< +hdj.k / Strengthening of State Legal Measurement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S347500106030317 —— ——          3,00,000 ——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S347500106030545 —— ——       3,97,09,235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jkT; fof/kd eki 'kk[kk dk lqn`<+hdj.k ;ksx mi 'kh"kZ&03&jkT; fof/kd eki 'kk[kk dk lqn`<+hdj.k ;ksx mi 'kh"kZ&03&jkT; fof/kd eki 'kk[kk dk lqn`<+hdj.k ;ksx mi 'kh"kZ&03&jkT; fof/kd eki 'kk[kk dk lqn`<+hdj.k ;ksx mi 'kh"kZ&03&jkT; fof/kd eki 'kk[kk dk lqn`<+hdj.k /

Strengthening of State Legal Measurement —— ——       4,00,09,235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ksx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ksx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ksx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ksx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
REGUL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 ——       4,00,09,235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3475&vU; lkekU; vkfFkZd lsok,a dqy ;ksx&3475&vU; lkekU; vkfFkZd lsok,a dqy ;ksx&3475&vU; lkekU; vkfFkZd lsok,a dqy ;ksx&3475&vU; lkekU; vkfFkZd lsok,a dqy ;ksx&3475&vU; lkekU; vkfFkZd lsok,a /

OTHER GENERAL ECONOMIC SERVICES —— ——       4,00,09,235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5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ek¡x la[;k  & 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ek¡x la[;k  & 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ek¡x la[;k  & 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ek¡x la[;k  & 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6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2403&i'kq&ikyu  / ANIMAL HUSBANDRY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 Z&06&Vhdk bZdkb;kW a mi 'kh"k Z&06&Vhdk bZdkb;kW a mi 'kh"k Z&06&Vhdk bZdkb;kW a mi 'kh"k Z&06&Vhdk bZdkb;kW a mi 'kh"k Z&06&Vhdk bZdkb;kW a / Vaccination Units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LIVESTOCK MISSION CENTRAL SECTOR SCHEME [9008]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02S240300101060321             5,200 —— —— ——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S240300101060442             6,180 —— —— ——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S240300101060759          5,90,753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Vhdk bZdkb;kW a ;ksx mi 'kh"kZ&06&Vhdk bZdkb;kW a ;ksx mi 'kh"kZ&06&Vhdk bZdkb;kW a ;ksx mi 'kh"kZ&06&Vhdk bZdkb;kW a ;ksx mi 'kh"kZ&06&Vhdk bZdkb;kW a / Vaccination Units          6,02,133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 Z&07&i'k q jk sx fu;a=.k ¼lwdj Toj izf'k{k.k½ mi 'kh"k Z&07&i'k q jk sx fu;a=.k ¼lwdj Toj izf'k{k.k½ mi 'kh"k Z&07&i'k q jk sx fu;a=.k ¼lwdj Toj izf'k{k.k½ mi 'kh"k Z&07&i'k q jk sx fu;a=.k ¼lwdj Toj izf'k{k.k½ mi 'kh"k Z&07&i'k q jk sx fu;a=.k ¼lwdj Toj izf'k{k.k½ / Control of Cattle  Diseases (pig fever 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LIVESTOCK MISSION CENTRAL SECTOR SCHEME [9008]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S240300101070315            50,000            50,000            5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2S240300101070335          4,11,330          7,00,000          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i'kq jksx fu;a=.k ¼lwdj Toj izf'k{k.k½ ;ksx mi 'kh"kZ&07&i'kq jksx fu;a=.k ¼lwdj Toj izf'k{k.k½ ;ksx mi 'kh"kZ&07&i'kq jksx fu;a=.k ¼lwdj Toj izf'k{k.k½ ;ksx mi 'kh"kZ&07&i'kq jksx fu;a=.k ¼lwdj Toj izf'k{k.k½ ;ksx mi 'kh"kZ&07&i'kq jksx fu;a=.k ¼lwdj Toj izf'k{k.k½ /

Control of Cattle  Diseases (pig fever 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4,61,330          7,50,000          7,5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 Z&25&jk"Vªh; i'kq jk sx izfrosnu iz.kkyhmi 'kh"k Z&25&jk"Vªh; i'kq jk sx izfrosnu iz.kkyhmi 'kh"k Z&25&jk"Vªh; i'kq jk sx izfrosnu iz.kkyhmi 'kh"k Z&25&jk"Vªh; i'kq jk sx izfrosnu iz.kkyhmi 'kh"k Z&25&jk"Vªh; i'kq jk sx izfrosnu iz.kkyh / National Vetenary Desease Report  System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8 izdk'ku / Publication 02S240300101250318          2,61,305          5,50,000          5,50,000          4,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5&jk"Vªh; i'kq jksx izfrosnu iz.kkyh ;ksx mi 'kh"kZ&25&jk"Vªh; i'kq jksx izfrosnu iz.kkyh ;ksx mi 'kh"kZ&25&jk"Vªh; i'kq jksx izfrosnu iz.kkyh ;ksx mi 'kh"kZ&25&jk"Vªh; i'kq jksx izfrosnu iz.kkyh ;ksx mi 'kh"kZ&25&jk"Vªh; i'kq jksx izfrosnu iz.kkyh /

National Vetenary Desease Report  System          2,61,305          5,50,000          5,50,000          4,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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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2403&i'kq&ikyu  / ANIMAL HUSBANDRY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 Z&31&i'kq/ku jksx funku mi 'kh"k Z&31&i'kq/ku jksx funku mi 'kh"k Z&31&i'kq/ku jksx funku mi 'kh"k Z&31&i'kq/ku jksx funku mi 'kh"k Z&31&i'kq/ku jksx funku / Livestock Disease Control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LIVESTOCK MISSION CENTRAL SECTOR SCHEME [9008]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S240300101310759 ——         42,00,000         42,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1&i'kq/ku jksx funku ;ksx mi 'kh"kZ&31&i'kq/ku jksx funku ;ksx mi 'kh"kZ&31&i'kq/ku jksx funku ;ksx mi 'kh"kZ&31&i'kq/ku jksx funku ;ksx mi 'kh"kZ&31&i'kq/ku jksx funku /

Livestock Disease Controlle ——         42,00,000         42,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13,24,768         75,00,000         75,00,000         44,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03&i'kq&ikyu dqy ;ksx&2403&i'kq&ikyu dqy ;ksx&2403&i'kq&ikyu dqy ;ksx&2403&i'kq&ikyu dqy ;ksx&2403&i'kq&ikyu / ANIMAL HUSBANDRY         13,24,768         75,00,000         75,00,000         44,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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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mi&eq[; 'kh"kZ&01&tux.kuk mi&eq[; 'kh"kZ&01&tux.kuk mi&eq[; 'kh"kZ&01&tux.kuk mi&eq[; 'kh"kZ&01&tux.kuk mi&eq[; 'kh"kZ&01&tux.kuk  / CENSUS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mi 'kh"k Z&03&i'k qx.kuk mi 'kh"k Z&03&i'k qx.kuk mi 'kh"k Z&03&i'k qx.kuk mi 'kh"k Z&03&i'k qx.kuk mi 'kh"k Z&03&i'k qx.kuk / Cattle Census

Central Scheme - LIVESTOCK CENSUS [005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02S345401001030107          8,67,296          2,00,000          6,84,000 ——

09 ekuns; / Honorarium 02S345401001030109       4,41,31,760          1,00,000       1,81,78,000         18,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8 izdk'ku / Publication 02S345401001030318         23,87,308            50,000         12,14,000 ——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02S345401001030321          7,22,276            20,000         10,82,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2S345401001030335          1,12,365            50,000          4,00,000 ——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S345401001030759         13,63,158          3,00,000          3,25,000          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i'kqx.kuk ;ksx mi 'kh"kZ&03&i'kqx.kuk ;ksx mi 'kh"kZ&03&i'kqx.kuk ;ksx mi 'kh"kZ&03&i'kqx.kuk ;ksx mi 'kh"kZ&03&i'kqx.kuk / Cattle Census       4,95,84,163          7,20,000       2,18,83,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4,95,84,163          7,20,000       2,18,83,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tux.kuk ;ksx mi&eq[; 'kh"kZ&01&tux.kuk ;ksx mi&eq[; 'kh"kZ&01&tux.kuk ;ksx mi&eq[; 'kh"kZ&01&tux.kuk ;ksx mi&eq[; 'kh"kZ&01&tux.kuk / CENSUS       4,95,84,163          7,20,000       2,18,83,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4,95,84,163          7,20,000       2,18,83,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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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02&i'kqikyu foHkkx ek¡x la[;k  & 02&i'kqikyu foHkkx ek¡x la[;k  & 02&i'kqikyu foHkkx ek¡x la[;k  & 02&i'kqikyu foHkkx ek¡x la[;k  & 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09 & ekuns; / Honorarium          18,00,000
18 & izdk'ku / Publication           4,50,000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42,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64,5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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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18&[kk|] lkoZtfud forj.k ,oa miHkksDrk ekeys foHkkx / Food, Public 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Affairs Department

eq[; 'kh"kZ&3456&flfoy iwfrZ  / CIVIL SUPPLI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30&jkT; miHkk sDrk gsYiykbZu dh LFkkiuk mi 'kh"k Z&30&jkT; miHkk sDrk gsYiykbZu dh LFkkiuk mi 'kh"k Z&30&jkT; miHkk sDrk gsYiykbZu dh LFkkiuk mi 'kh"k Z&30&jkT; miHkk sDrk gsYiykbZu dh LFkkiuk mi 'kh"k Z&30&jkT; miHkk sDrk gsYiykbZu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State Consumer Helpline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3 nwjHkk"k / Telephone 18S345600796300333          9,02,47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0&jkT; miHkksDrk gsYiykbZu dh LFkkiuk ;ksx mi 'kh"kZ&30&jkT; miHkksDrk gsYiykbZu dh LFkkiuk ;ksx mi 'kh"kZ&30&jkT; miHkksDrk gsYiykbZu dh LFkkiuk ;ksx mi 'kh"kZ&30&jkT; miHkksDrk gsYiykbZu dh LFkkiuk ;ksx mi 'kh"kZ&30&jkT; miHkksDrk gsYiykbZu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State Consumer Helpline          9,02,47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9,02,47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3456&flfoy iwfrZ dqy ;ksx&3456&flfoy iwfrZ dqy ;ksx&3456&flfoy iwfrZ dqy ;ksx&3456&flfoy iwfrZ dqy ;ksx&3456&flfoy iwfrZ / CIVIL SUPPLIES          9,02,47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11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18&[kk|] lkoZtfud forj.k ,oa miHkksDrk ekeys foHkkx ek¡x la[;k  & 18&[kk|] lkoZtfud forj.k ,oa miHkksDrk ekeys foHkkx ek¡x la[;k  & 18&[kk|] lkoZtfud forj.k ,oa miHkksDrk ekeys foHkkx ek¡x la[;k  & 18&[kk|] lkoZtfud forj.k ,oa miHkksDrk ekeys foHkkx ek¡x la[;k  & 18&[kk|] lkoZtfud forj.k ,oa miHkksDrk ekeys foHkkx /
    Food, Public Distribution and Consumer Affairs Department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12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19&ou ,oa i;kZoj.k foHkkx / Forest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 FORESTRY AND WILD LIFE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 ENVIRONMENTAL FORESTRY AND WILD LIFE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 WILD LIFE PRESERVATION
mi 'kh"k Z&03&gkFkh ifj;kstuk mi 'kh"k Z&03&gkFkh ifj;kstuk mi 'kh"k Z&03&gkFkh ifj;kstuk mi 'kh"k Z&03&gkFkh ifj;kstuk mi 'kh"k Z&03&gkFkh ifj;kstuk / Elephant Project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3 etnwjh / Wages 19S240602110030103         46,03,426       1,06,60,000       1,06,60,000 ——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19S240602110030315          1,54,000          2,60,000          2,60,000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S240602110030323          9,88,737         66,50,000         66,50,000 ——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0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19S240602110030440          4,81,859         19,50,000         19,50,000 ——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19S240602110030442            80,302          4,80,000          4,8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gkFkh ifj;kstuk ;ksx mi 'kh"kZ&03&gkFkh ifj;kstuk ;ksx mi 'kh"kZ&03&gkFkh ifj;kstuk ;ksx mi 'kh"kZ&03&gkFkh ifj;kstuk ;ksx mi 'kh"kZ&03&gkFkh ifj;kstuk / Elephant Project         63,08,324       2,00,00,000       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 WILD LIFE PRESERVATION
mi 'kh"kZ&08&iykew O;k?kz ;kstuk ds vUrxZr vukoRrZd O;; ¼'kr~&izfr'kr dsUnzh; ;kstuk½ mi 'kh"kZ&08&iykew O;k?kz ;kstuk ds vUrxZr vukoRrZd O;; ¼'kr~&izfr'kr dsUnzh; ;kstuk½ mi 'kh"kZ&08&iykew O;k?kz ;kstuk ds vUrxZr vukoRrZd O;; ¼'kr~&izfr'kr dsUnzh; ;kstuk½ mi 'kh"kZ&08&iykew O;k?kz ;kstuk ds vUrxZr vukoRrZd O;; ¼'kr~&izfr'kr dsUnzh; ;kstuk½ mi 'kh"kZ&08&iykew O;k?kz ;kstuk ds vUrxZr vukoRrZd O;; ¼'kr~&izfr'kr dsUnzh; ;kstuk½ /

Non-recurring Exp. under Palamu Tigher-Project (Cent precent Central Scheme)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3 etnwjh / Wages 19S240602110080103         29,05,000         37,50,000       1,26,42,000       2,00,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19S240602110080315          1,25,000 —— —— ——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19S240602110080317 ——          6,25,000          6,25,000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S240602110080323         12,45,000         56,25,000         56,25,000       1,00,00,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19S240602110080442          2,00,000 —— —— ——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19S240602110080544 ——         25,00,000         2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8&iykew O;k?kz ;kstuk ds vUrxZr vukoRrZd O;;;ksx mi 'kh"kZ&08&iykew O;k?kz ;kstuk ds vUrxZr vukoRrZd O;;;ksx mi 'kh"kZ&08&iykew O;k?kz ;kstuk ds vUrxZr vukoRrZd O;;;ksx mi 'kh"kZ&08&iykew O;k?kz ;kstuk ds vUrxZr vukoRrZd O;;;ksx mi 'kh"kZ&08&iykew O;k?kz ;kstuk ds vUrxZr vukoRrZd O;;

¼'kr~&izfr'kr dsUnzh; ;kstuk½ ¼'kr~&izfr'kr dsUnzh; ;kstuk½ ¼'kr~&izfr'kr dsUnzh; ;kstuk½ ¼'kr~&izfr'kr dsUnzh; ;kstuk½ ¼'kr~&izfr'kr dsUnzh; ;kstuk½ /

Non-recurring Exp. under Palamu Tigher-Project

(Cent precent Central Scheme)         44,75,000       1,25,00,000       2,13,92,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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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19&ou ,oa i;kZoj.k foHkkx / Forest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 FORESTRY AND WILD LIFE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 ENVIRONMENTAL FORESTRY AND WILD LIFE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 WILD LIFE PRESERVATION
mi 'kh"k 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mi 'kh"k 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mi 'kh"k 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mi 'kh"k 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mi 'kh"k 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cheme for Wild Life Habitat

Central Scheme - Project Tiger [9978]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3 etnwjh / Wages 19S240602110220103         23,43,800         40,00,000         42,50,600       2,00,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S240602110220323         20,51,400         60,00,000         63,80,900       1,00,00,000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19S240602110220544            48,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ksx mi 'kh"k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ksx mi 'kh"k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ksx mi 'kh"k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ksx mi 'kh"k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cheme for Wild Life Habitat         44,43,200       1,00,00,000       1,06,31,5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 WILD LIFE PRESERVATION
mi 'kh"k Z&23&fx) laj{k.k ,oa iztuu ;ks stuk mi 'kh"k Z&23&fx) laj{k.k ,oa iztuu ;ks stuk mi 'kh"k Z&23&fx) laj{k.k ,oa iztuu ;ks stuk mi 'kh"k Z&23&fx) laj{k.k ,oa iztuu ;ks stuk mi 'kh"k Z&23&fx) laj{k.k ,oa iztuu ;ks stuk / Vulture Conservation and Reproduction Scheme

Central Scheme - Project Tiger [9978]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3 etnwjh / Wages 19S240602110230103          9,23,531 —— —— ——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S240602110230323          1,90,000 —— —— ——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19S240602110230442          1,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3&fx) laj{k.k ,oa iztuu ;ksstuk ;ksx mi 'kh"kZ&23&fx) laj{k.k ,oa iztuu ;ksstuk ;ksx mi 'kh"kZ&23&fx) laj{k.k ,oa iztuu ;ksstuk ;ksx mi 'kh"kZ&23&fx) laj{k.k ,oa iztuu ;ksstuk ;ksx mi 'kh"kZ&23&fx) laj{k.k ,oa iztuu ;ksstuk /

Vulture Conservation and Reproduction Scheme         12,13,531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ksx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ksx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ksx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ksx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
WILD LIFE PRESERVATION       1,64,40,055       4,25,00,000       5,20,23,5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ksx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ksx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ksx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ksx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

ENVIRONMENTAL FORESTRY AND WILD LIFE       1,64,40,055       4,25,00,000       5,20,23,5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

FORESTRY AND WILD LIFE       1,64,40,055       4,25,00,000       5,20,23,5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14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19&ou ,oa i;kZoj.k foHkkx ek¡x la[;k  & 19&ou ,oa i;kZoj.k foHkkx ek¡x la[;k  & 19&ou ,oa i;kZoj.k foHkkx ek¡x la[;k  & 19&ou ,oa i;kZoj.k foHkkx ek¡x la[;k  & 19&ou ,oa i;kZoj.k foHkkx / Forest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03 & etnwjh / Wages        4,00,00,000
23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00,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6,00,0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15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10&fpfdRlk rFkk yksd LokLF;  /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
URBAN HEALTH SERVICES-OTHER SYSTEMS OF MEDICINE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 OTHER SYSTEMS
mi 'kh"k Z&17&gksfe;ks jsesMht fdV mi 'kh"k Z&17&gksfe;ks jsesMht fdV mi 'kh"k Z&17&gksfe;ks jsesMht fdV mi 'kh"k Z&17&gksfe;ks jsesMht fdV mi 'kh"k Z&17&gksfe;ks jsesMht fdV / Homeo Remedies Kit

Central Scheme - AYUSH AND PUBLIC HEALTH [0132]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20S221002200170336 ——          5,57,000          5,57,000          5,5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7&gksfe;ks jsesMht fdV ;ksx mi 'kh"kZ&17&gksfe;ks jsesMht fdV ;ksx mi 'kh"kZ&17&gksfe;ks jsesMht fdV ;ksx mi 'kh"kZ&17&gksfe;ks jsesMht fdV ;ksx mi 'kh"kZ&17&gksfe;ks jsesMht fdV /Homeo Remedies Kit ——          5,57,000          5,57,000          5,5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 OTHER SYSTEMS
mi 'kh"k Z&21&ftyk la;qDr vkS"k/kky; mi 'kh"k Z&21&ftyk la;qDr vkS"k/kky; mi 'kh"k Z&21&ftyk la;qDr vkS"k/kky; mi 'kh"k Z&21&ftyk la;qDr vkS"k/kky; mi 'kh"k Z&21&ftyk la;qDr vkS"k/kky; / District Joint Dispensary

Central Scheme - AYUSH AND PUBLIC HEALTH [0132]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4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S221002200210754 ——       4,20,00,000       4,20,00,000       4,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1&ftyk la;qDr vkS"k/kky; ;ksx mi 'kh"kZ&21&ftyk la;qDr vkS"k/kky; ;ksx mi 'kh"kZ&21&ftyk la;qDr vkS"k/kky; ;ksx mi 'kh"kZ&21&ftyk la;qDr vkS"k/kky; ;ksx mi 'kh"kZ&21&ftyk la;qDr vkS"k/kky; / District Joint Dispensary ——       4,20,00,000       4,20,00,000       4,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y?kq 'kh"kZ&200&vU; i)fr;ka  / OTHER SYSTEMS
mi 'kh"k Z&22&iapdeZ dh LFkkiuk mi 'kh"k Z&22&iapdeZ dh LFkkiuk mi 'kh"k Z&22&iapdeZ dh LFkkiuk mi 'kh"k Z&22&iapdeZ dh LFkkiuk mi 'kh"k Z&22&iapdeZ dh LFkkiuk / Panchkarm Ki Sthapna

Central Scheme - HOSPITALS AND DISPENSARIES [0129]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4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S221002200220754 ——       2,64,00,000       2,64,00,000       2,6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2&iapdeZ dh LFkkiuk ;ksx mi 'kh"kZ&22&iapdeZ dh LFkkiuk ;ksx mi 'kh"kZ&22&iapdeZ dh LFkkiuk ;ksx mi 'kh"kZ&22&iapdeZ dh LFkkiuk ;ksx mi 'kh"kZ&22&iapdeZ dh LFkkiuk / Panchkarm Ki Sthapna ——       2,64,00,000       2,64,00,000       2,6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0&vU; i)fr;ka ;ksx y?kq 'kh"kZ&200&vU; i)fr;ka ;ksx y?kq 'kh"kZ&200&vU; i)fr;ka ;ksx y?kq 'kh"kZ&200&vU; i)fr;ka ;ksx y?kq 'kh"kZ&200&vU; i)fr;ka / OTHER SYSTEMS ——       6,89,57,000       6,89,57,000       6,89,5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18&vk;q"k iz{ks= vUrxZr Mªx VsfLVax yScksjsVªh mi 'kh"kZ&18&vk;q"k iz{ks= vUrxZr Mªx VsfLVax yScksjsVªh mi 'kh"kZ&18&vk;q"k iz{ks= vUrxZr Mªx VsfLVax yScksjsVªh mi 'kh"kZ&18&vk;q"k iz{ks= vUrxZr Mªx VsfLVax yScksjsVªh mi 'kh"kZ&18&vk;q"k iz{ks= vUrxZr Mªx VsfLVax yScksjsVªh / Drug Testing Laboratory under AYUSH Sector

Central Scheme - DEVELOPMENT OF AYUSH INDUSTRY [0139]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4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S221002796180754 ——       1,08,06,000       1,08,06,000       1,08,06,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8&vk;q"k iz{ks= vUrxZr Mªx VsfLVax yScksjsVªh ;ksx mi 'kh"kZ&18&vk;q"k iz{ks= vUrxZr Mªx VsfLVax yScksjsVªh ;ksx mi 'kh"kZ&18&vk;q"k iz{ks= vUrxZr Mªx VsfLVax yScksjsVªh ;ksx mi 'kh"kZ&18&vk;q"k iz{ks= vUrxZr Mªx VsfLVax yScksjsVªh ;ksx mi 'kh"kZ&18&vk;q"k iz{ks= vUrxZr Mªx VsfLVax yScksjsVªh /

Drug Testing Laboratory under AYUSH Sector ——       1,08,06,000       1,08,06,000       1,08,06,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16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10&fpfdRlk rFkk yksd LokLF;  /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
URBAN HEALTH SERVICES-OTHER SYSTEMS OF MEDICIN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9&jktdh; vk;qos Zfnd Qkes Zlh dkWyst] pkbZcklk mi 'kh"k Z&19&jktdh; vk;qos Zfnd Qkes Zlh dkWyst] pkbZcklk mi 'kh"k Z&19&jktdh; vk;qos Zfnd Qkes Zlh dkWyst] pkbZcklk mi 'kh"k Z&19&jktdh; vk;qos Zfnd Qkes Zlh dkWyst] pkbZcklk mi 'kh"k Z&19&jktdh; vk;qos Zfnd Qkes Zlh dkWyst] pkbZcklk / Rajkiya Ayurvedic Pharmacy College, Chaibasa

Central Scheme - CENTRAL DRUG CONTROLLER FOR AYUSH [1766]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20S221002796190317 ——         50,00,000         50,00,000       1,50,00,000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20S221002796190545 ——       1,00,00,000       1,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9&jktdh; vk;qosZfnd QkesZlh dkWyst] pkbZcklk ;ksx mi 'kh"kZ&19&jktdh; vk;qosZfnd QkesZlh dkWyst] pkbZcklk ;ksx mi 'kh"kZ&19&jktdh; vk;qosZfnd QkesZlh dkWyst] pkbZcklk ;ksx mi 'kh"kZ&19&jktdh; vk;qosZfnd QkesZlh dkWyst] pkbZcklk ;ksx mi 'kh"kZ&19&jktdh; vk;qosZfnd QkesZlh dkWyst] pkbZcklk /

Rajkiya Ayurvedic Pharmacy College, Chaibasa ——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20&fj&vksfj,UVs'ku Vs ª fu ax izk sx zke mi 'kh"k Z&20&fj&vksfj,UVs'ku Vs ª fu ax izk sx zke mi 'kh"k Z&20&fj&vksfj,UVs'ku Vs ª fu ax izk sx zke mi 'kh"k Z&20&fj&vksfj,UVs'ku Vs ª fu ax izk sx zke mi 'kh"k Z&20&fj&vksfj,UVs'ku Vs ª fu ax izk sx zke / Re-Orientation Training Programme

Central Scheme -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FOR PROMOTION OF HEALTH RESEARCH [1532]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4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S221002796200754 ——          2,94,000          2,94,000          2,94,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0&fj&vksfj,UVs'ku Vsªfuax izksxzke ;ksx mi 'kh"kZ&20&fj&vksfj,UVs'ku Vsªfuax izksxzke ;ksx mi 'kh"kZ&20&fj&vksfj,UVs'ku Vsªfuax izksxzke ;ksx mi 'kh"kZ&20&fj&vksfj,UVs'ku Vsªfuax izksxzke ;ksx mi 'kh"kZ&20&fj&vksfj,UVs'ku Vsªfuax izksxzke /

Re-Orientation Training Programme ——          2,94,000          2,94,000          2,94,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2,61,00,000       2,61,00,000       2,6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ksx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ksx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ksx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ksx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

URBAN HEALTH SERVICES-OTHER SYSTEMS OF MEDICINE ——       9,50,57,000       9,50,57,000       9,50,5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17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10&fpfdRlk rFkk yksd LokLF;  /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mi&eq[; 'kh"kZ&06&yksd LokLF; mi&eq[; 'kh"kZ&06&yksd LokLF; mi&eq[; 'kh"kZ&06&yksd LokLF; mi&eq[; 'kh"kZ&06&yksd LokLF; mi&eq[; 'kh"kZ&06&yksd LokLF;  / PUBLIC HEALTH
y?kq 'kh"kZ&101&jksxks a dk fuokj.k rFkk fu;a=.k y?kq 'kh"kZ&101&jksxks a dk fuokj.k rFkk fu;a=.k y?kq 'kh"kZ&101&jksxks a dk fuokj.k rFkk fu;a=.k y?kq 'kh"kZ&101&jksxks a dk fuokj.k rFkk fu;a=.k y?kq 'kh"kZ&101&jksxks a dk fuokj.k rFkk fu;a=.k  /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S
mi 'kh"k Z&09&us'kuy vk;ksMhu fMfQfl,Ulh fMtkWMZl dUVªk sy izk sx zke mi 'kh"k Z&09&us'kuy vk;ksMhu fMfQfl,Ulh fMtkWMZl dUVªk sy izk sx zke mi 'kh"k Z&09&us'kuy vk;ksMhu fMfQfl,Ulh fMtkWMZl dUVªk sy izk sx zke mi 'kh"k Z&09&us'kuy vk;ksMhu fMfQfl,Ulh fMtkWMZl dUVªk sy izk sx zke mi 'kh"k Z&09&us'kuy vk;ksMhu fMfQfl,Ulh fMtkWMZl dUVªk sy izk sx zke / National lodine Deficiency Disorders Control Programme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NATIONAL HEALTH MISSION (NRHM and NUHM) CENTRAL SECTOR

[0392]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9 O;olkf;d lsok,a / Professional Services 20S221006101090329         14,98,413         18,00,000         18,00,000 ——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4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S221006101090754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us'kuy vk;ksMhu fMfQfl,Ulh fMtkWMZl dUVªksy izksxzke ;ksx mi 'kh"kZ&09&us'kuy vk;ksMhu fMfQfl,Ulh fMtkWMZl dUVªksy izksxzke ;ksx mi 'kh"kZ&09&us'kuy vk;ksMhu fMfQfl,Ulh fMtkWMZl dUVªksy izksxzke ;ksx mi 'kh"kZ&09&us'kuy vk;ksMhu fMfQfl,Ulh fMtkWMZl dUVªksy izksxzke ;ksx mi 'kh"kZ&09&us'kuy vk;ksMhu fMfQfl,Ulh fMtkWMZl dUVªksy izksxzke /

National lodine Deficiency Disorders Control Programme         14,98,413         18,00,000         18,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jksxksa dk fuokj.k rFkk fu;a=.k ;ksx y?kq 'kh"kZ&101&jksxksa dk fuokj.k rFkk fu;a=.k ;ksx y?kq 'kh"kZ&101&jksxksa dk fuokj.k rFkk fu;a=.k ;ksx y?kq 'kh"kZ&101&jksxksa dk fuokj.k rFkk fu;a=.k ;ksx y?kq 'kh"kZ&101&jksxksa dk fuokj.k rFkk fu;a=.k /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S         14,98,413         18,00,000         18,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6&yksd LokLF;;ksx mi&eq[; 'kh"kZ&06&yksd LokLF;;ksx mi&eq[; 'kh"kZ&06&yksd LokLF;;ksx mi&eq[; 'kh"kZ&06&yksd LokLF;;ksx mi&eq[; 'kh"kZ&06&yksd LokLF; / PUBLIC HEALTH         14,98,413         18,00,000         18,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10&fpfdRlk rFkk yksd LokLF; dqy ;ksx&2210&fpfdRlk rFkk yksd LokLF; dqy ;ksx&2210&fpfdRlk rFkk yksd LokLF; dqy ;ksx&2210&fpfdRlk rFkk yksd LokLF; dqy ;ksx&2210&fpfdRlk rFkk yksd LokLF; /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14,98,413       9,68,57,000       9,68,57,000       9,70,5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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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x la[;k&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11&ifjokj dY;k.k  / FAMILY WELFARE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mi 'kh"k Z&01&funs'ku ¼lfpoky; dks"kk ax½ mi 'kh"k Z&01&funs'ku ¼lfpoky; dks"kk ax½ mi 'kh"k Z&01&funs'ku ¼lfpoky; dks"kk ax½ mi 'kh"k Z&01&funs'ku ¼lfpoky; dks"kk ax½ mi 'kh"k Z&01&funs'ku ¼lfpoky; dks"kk ax½ / Direction (Secretariat Cell)

Central Scheme -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FOR PROMOTION OF HEALTH RESEARCH [1532]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0S221100001010315 ——             1,000             1,000          2,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funs'ku ¼lfpoky; dks"kkax½ ;ksx mi 'kh"kZ&01&funs'ku ¼lfpoky; dks"kkax½ ;ksx mi 'kh"kZ&01&funs'ku ¼lfpoky; dks"kkax½ ;ksx mi 'kh"kZ&01&funs'ku ¼lfpoky; dks"kkax½ ;ksx mi 'kh"kZ&01&funs'ku ¼lfpoky; dks"kkax½ /

Direction (Secretariat Cell) ——             1,000             1,000          2,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mi 'kh"k Z&02&rduhdh ijke'kZ ,oa jkT; ifjokj dY;k.k C;wjk s mi 'kh"k Z&02&rduhdh ijke'kZ ,oa jkT; ifjokj dY;k.k C;wjk s mi 'kh"k Z&02&rduhdh ijke'kZ ,oa jkT; ifjokj dY;k.k C;wjk s mi 'kh"k Z&02&rduhdh ijke'kZ ,oa jkT; ifjokj dY;k.k C;wjk s mi 'kh"k Z&02&rduhdh ijke'kZ ,oa jkT; ifjokj dY;k.k C;wjk s / Technical Advice and State Family Welfare Bureau

Central Scheme -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FOR PROMOTION OF HEALTH RESEARCH [1532]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20S221100001020101       2,00,14,670       3,08,98,000       3,08,98,000       4,08,89,000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20S221100001020108         48,30,689         83,16,000         83,16,000       1,48,80,000
12 ,y- Vh- lh- / L.T.C. 20S221100001020112 ——            50,000            50,000            50,000
83 15-11-2000 ds ckn dk cdk;k osru /

Arrear Pay after 15.11.2000 20S221100001020183 —— —— ——          9,50,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0S221100001020213 ——          2,00,000          2,00,000          2,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0S221100001020315          2,99,955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6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20S221100001020316 ——             1,000             1,000             1,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20S221100001020317          6,22,645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0S221100001020323 ——          1,00,000          1,00,000          1,00,000
33 nwjHkk"k / Telephone 20S221100001020333             6,461          3,00,000          3,00,000 ——
34 onhZ / Uniform 20S221100001020334            35,000            50,000            50,000            50,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20S221100001020337 ——             1,000             1,000             1,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20S221100001020442          4,80,388         10,00,000         10,00,000         10,50,000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3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20S221100001020543 ——             1,000             1,000             1,000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20S221100001020759 ——             1,000             1,000          1,7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rduhdh ijke'kZ ,oa jkT; ifjokj dY;k.k C;wjks ;ksx mi 'kh"kZ&02&rduhdh ijke'kZ ,oa jkT; ifjokj dY;k.k C;wjks ;ksx mi 'kh"kZ&02&rduhdh ijke'kZ ,oa jkT; ifjokj dY;k.k C;wjks ;ksx mi 'kh"kZ&02&rduhdh ijke'kZ ,oa jkT; ifjokj dY;k.k C;wjks ;ksx mi 'kh"kZ&02&rduhdh ijke'kZ ,oa jkT; ifjokj dY;k.k C;wjks /

Technical Advice and State Family Welfare Bureau       2,62,89,808       4,34,18,000       4,34,18,000       6,08,43,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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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11&ifjokj dY;k.k  / FAMILY WELFARE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mi 'kh"k Z&03&rduhdh ijke'k Z ,oa izos{k.k ftyk ifjokj dY;k.k C;wj sk mi 'kh"k Z&03&rduhdh ijke'k Z ,oa izos{k.k ftyk ifjokj dY;k.k C;wj sk mi 'kh"k Z&03&rduhdh ijke'k Z ,oa izos{k.k ftyk ifjokj dY;k.k C;wj sk mi 'kh"k Z&03&rduhdh ijke'k Z ,oa izos{k.k ftyk ifjokj dY;k.k C;wj sk mi 'kh"k Z&03&rduhdh ijke'k Z ,oa izos{k.k ftyk ifjokj dY;k.k C;wj sk / Technical Advice and Supervision-District Family Welfare Bureau

Central Scheme -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FOR PROMOTION OF HEALTH RESEARCH [1532]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20S221100001030101       7,02,16,290       6,67,33,000       6,67,33,000       8,99,97,000

10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20S221100001030110 ——         10,00,000         10,00,000          5,00,000
12 ,y- Vh- lh- / L.T.C. 20S221100001030112 ——          1,00,000          1,00,000          2,00,000

83 15-11-2000 ds ckn dk cdk;k osru /

Arrear Pay after 15.11.2000 20S221100001030183 —— —— ——       1,61,08,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0S221100001030213          1,98,776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0S221100001030315          3,86,175         10,00,000         10,00,000         15,00,000

16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20S221100001030316 ——             1,000             1,000             1,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20S221100001030317 ——             1,000             1,000             1,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0S221100001030323          3,27,806          5,00,000          5,00,000         10,00,000

33 nwjHkk"k / Telephone 20S221100001030333            19,864          2,00,000          2,00,000 ——
34 onhZ / Uniform 20S221100001030334            20,000          2,00,000          2,00,000          5,00,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20S221100001030337          4,90,504          5,00,000          5,00,000         10,00,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20S221100001030442          4,63,867         20,00,000         20,00,000         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rduhdh ijke'kZ ,oa izos{k.k ftyk ifjokj dY;k.k C;wjsk ;ksx mi 'kh"kZ&03&rduhdh ijke'kZ ,oa izos{k.k ftyk ifjokj dY;k.k C;wjsk ;ksx mi 'kh"kZ&03&rduhdh ijke'kZ ,oa izos{k.k ftyk ifjokj dY;k.k C;wjsk ;ksx mi 'kh"kZ&03&rduhdh ijke'kZ ,oa izos{k.k ftyk ifjokj dY;k.k C;wjsk ;ksx mi 'kh"kZ&03&rduhdh ijke'kZ ,oa izos{k.k ftyk ifjokj dY;k.k C;wjsk /

Technical Advice and Supervision-District Family Welfare Bureau       7,21,23,282       7,32,35,000       7,32,35,000      11,43,0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9,84,13,090      11,66,54,000      11,66,54,000      17,5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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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11&ifjokj dY;k.k  / FAMILY WELFARE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 TRAINING
mi 'kh"kZ&04&,Œ ,uŒ ,eŒ Ldwy @ ,yŒ ,pŒ HkhŒ Ldwy mi 'kh"kZ&04&,Œ ,uŒ ,eŒ Ldwy @ ,yŒ ,pŒ HkhŒ Ldwy mi 'kh"kZ&04&,Œ ,uŒ ,eŒ Ldwy @ ,yŒ ,pŒ HkhŒ Ldwy mi 'kh"kZ&04&,Œ ,uŒ ,eŒ Ldwy @ ,yŒ ,pŒ HkhŒ Ldwy mi 'kh"kZ&04&,Œ ,uŒ ,eŒ Ldwy @ ,yŒ ,pŒ HkhŒ Ldwy / A.N.M. School/L.H.V School

Central Scheme -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FOR PROMOTION OF HEALTH RESEARCH [1532]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20S221100003040101       2,56,18,754       2,30,31,000       2,30,31,000       4,94,76,000

10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20S221100003040110 ——          5,00,000          5,00,000          5,00,000
12 ,y- Vh- lh- / L.T.C. 20S221100003040112 ——            10,000            10,000            20,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0S221100003040213 ——          2,00,000          2,00,000          2,5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0S221100003040315          2,11,894          5,00,000          5,00,000          5,00,000

16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20S221100003040316 ——             1,000             1,000             1,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20S221100003040317 ——          5,00,000          5,00,000          1,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0S221100003040323            1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32 iqLrdky; / Library 20S221100003040332 ——          5,00,000          5,00,000          5,00,000

33 nwjHkk"k / Telephone 20S221100003040333 ——          1,00,000          1,00,000 ——

34 onhZ / Uniform 20S221100003040334            45,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20S221100003040337          2,93,170          5,00,000          5,00,000          6,00,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20S221100003040442 ——          2,00,000          2,00,000 ——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20S221100003040650         20,22,592         25,00,000         25,00,000         20,53,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Œ ,uŒ ,eŒ Ldwy @ ,yŒ ,pŒ HkhŒ Ldwy ;ksx mi 'kh"kZ&04&,Œ ,uŒ ,eŒ Ldwy @ ,yŒ ,pŒ HkhŒ Ldwy ;ksx mi 'kh"kZ&04&,Œ ,uŒ ,eŒ Ldwy @ ,yŒ ,pŒ HkhŒ Ldwy ;ksx mi 'kh"kZ&04&,Œ ,uŒ ,eŒ Ldwy @ ,yŒ ,pŒ HkhŒ Ldwy ;ksx mi 'kh"kZ&04&,Œ ,uŒ ,eŒ Ldwy @ ,yŒ ,pŒ HkhŒ Ldwy /

A.N.M. School/L.H.V School       2,82,01,410       2,95,42,000       2,95,42,000       5,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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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11&ifjokj dY;k.k  / FAMILY WELFARE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 TRAINING
mi 'kh"k Z&05&ifjokj dY;k.k izf'k{k.k dsUn z] gtkjhckx mi 'kh"k Z&05&ifjokj dY;k.k izf'k{k.k dsUn z] gtkjhckx mi 'kh"k Z&05&ifjokj dY;k.k izf'k{k.k dsUn z] gtkjhckx mi 'kh"k Z&05&ifjokj dY;k.k izf'k{k.k dsUn z] gtkjhckx mi 'kh"k Z&05&ifjokj dY;k.k izf'k{k.k dsUn z] gtkjhckx / Family Welfare Training Centre, Hazaribag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NATIONAL HEALTH MISSION (NRHM and NUHM) CENTRAL SECTOR

[0392]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20S221100003050101       1,09,23,226         68,49,000         68,49,000         90,83,000

10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20S221100003050110 ——             1,000             1,000             1,000

12 ,y- Vh- lh- / L.T.C. 20S221100003050112 ——             1,000             1,000             1,000

83 15-11-2000 ds ckn dk cdk;k osru /

Arrear Pay after 15.11.2000 20S221100003050183 —— —— ——          5,14,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0S221100003050213             5,278            25,000            25,000             5,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0S221100003050315            24,994          3,00,000          3,00,000            25,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20S221100003050317 ——          1,00,000          1,00,000             1,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0S221100003050323 ——          1,10,000          1,10,000            50,000

33 nwjHkk"k / Telephone 20S221100003050333 ——            50,000            50,000 ——
34 onhZ / Uniform 20S221100003050334 ——            60,000            60,000            10,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20S221100003050337          2,50,000          3,00,000          3,00,000          2,50,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20S221100003050442 ——          1,10,000          1,10,000 ——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20S221100003050544 ——             1,000             1,000 ——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20S221100003050759 ——            50,000            50,000            6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ifjokj dY;k.k izf'k{k.k dsUnz] gtkjhckx ;ksx mi 'kh"kZ&05&ifjokj dY;k.k izf'k{k.k dsUnz] gtkjhckx ;ksx mi 'kh"kZ&05&ifjokj dY;k.k izf'k{k.k dsUnz] gtkjhckx ;ksx mi 'kh"kZ&05&ifjokj dY;k.k izf'k{k.k dsUnz] gtkjhckx ;ksx mi 'kh"kZ&05&ifjokj dY;k.k izf'k{k.k dsUnz] gtkjhckx /

Family Welfare Training Centre, Hazaribag       1,12,03,498         79,57,000         79,57,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3&iz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 TRAINING       3,94,04,908       3,74,99,000       3,74,99,000       6,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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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11&ifjokj dY;k.k  / FAMILY WELFARE

y?kq 'kh"kZ&101&xzkeh.k ifjokj dY;k.k lsok,a y?kq 'kh"kZ&101&xzkeh.k ifjokj dY;k.k lsok,a y?kq 'kh"kZ&101&xzkeh.k ifjokj dY;k.k lsok,a y?kq 'kh"kZ&101&xzkeh.k ifjokj dY;k.k lsok,a y?kq 'kh"kZ&101&xzkeh.k ifjokj dY;k.k lsok,a  / RURAL FAMILY WELFARE SERVICES
mi 'kh"k Z&01&LokLF; midsUn z mi 'kh"k Z&01&LokLF; midsUn z mi 'kh"k Z&01&LokLF; midsUn z mi 'kh"k Z&01&LokLF; midsUn z mi 'kh"k Z&01&LokLF; midsUn z / Health Sub-Centers

Central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INSTITUTIONS FOR MEDIC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 [0396]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20S221100101010101      52,05,16,496      92,83,64,000      92,83,64,000      99,00,98,000

10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20S221100101010110 ——         15,00,000         15,00,000         10,00,000
12 ,y- Vh- lh- / L.T.C. 20S221100101010112 ——          1,00,000          1,00,000            50,000

83 15-11-2000 ds ckn dk cdk;k osru /

Arrear Pay after 15.11.2000 20S221100101010183 —— —— ——         50,00,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0S221100101010213 ——          5,00,000          5,00,000          5,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0S221100101010315 ——          2,00,000          2,00,000          3,31,000

16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20S221100101010316          3,35,856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20S221100101010317 ——          5,00,000          5,00,000             1,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0S221100101010323 ——         60,00,000         60,00,000            10,000

34 onhZ / Uniform 20S221100101010334 ——          5,00,000          5,00,000          5,00,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20S221100101010337            4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20S221100101010442 ——         15,00,000         15,00,000 ——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3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20S221100101010543 ——          1,00,000          1,00,000            10,000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20S221100101010544 ——             1,000             1,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LokLF; midsUnz ;ksx mi 'kh"kZ&01&LokLF; midsUnz ;ksx mi 'kh"kZ&01&LokLF; midsUnz ;ksx mi 'kh"kZ&01&LokLF; midsUnz ;ksx mi 'kh"kZ&01&LokLF; midsUnz /Health Sub-Centers      52,08,92,352      94,17,65,000      94,17,65,000    1,0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xzkeh.k ifjokj dY;k.k lsok,a ;ksx y?kq 'kh"kZ&101&xzkeh.k ifjokj dY;k.k lsok,a ;ksx y?kq 'kh"kZ&101&xzkeh.k ifjokj dY;k.k lsok,a ;ksx y?kq 'kh"kZ&101&xzkeh.k ifjokj dY;k.k lsok,a ;ksx y?kq 'kh"kZ&101&xzkeh.k ifjokj dY;k.k lsok,a /
RURAL FAMILY WELFARE SERVICES      52,08,92,352      94,17,65,000      94,17,65,000    1,0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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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11&ifjokj dY;k.k  / FAMILY WELFARE

y?kq 'kh"kZ&102&'kgjh ifjokj dY;k.k lsok,a y?kq 'kh"kZ&102&'kgjh ifjokj dY;k.k lsok,a y?kq 'kh"kZ&102&'kgjh ifjokj dY;k.k lsok,a y?kq 'kh"kZ&102&'kgjh ifjokj dY;k.k lsok,a y?kq 'kh"kZ&102&'kgjh ifjokj dY;k.k lsok,a  / URBAN FAMILY WELFARE SERVICES
mi 'kh"k Z&01&'kgjh ifjokj dY;k.k dsUnz mi 'kh"k Z&01&'kgjh ifjokj dY;k.k dsUnz mi 'kh"k Z&01&'kgjh ifjokj dY;k.k dsUnz mi 'kh"k Z&01&'kgjh ifjokj dY;k.k dsUnz mi 'kh"k Z&01&'kgjh ifjokj dY;k.k dsUnz / Urban Family Welfare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NATIONAL HEALTH MISSION (NRHM and NUHM) CENTRAL SECTOR

[0392]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20S221100102010101       3,83,48,172       1,82,04,000       1,82,04,000       2,94,55,000

10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20S221100102010110 ——          1,00,000          1,00,000             1,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0S221100102010213 ——          2,00,000          2,00,000          1,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0S221100102010315 ——          2,00,000          2,00,000          1,08,000

16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20S221100102010316 ——            10,000            10,000             1,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20S221100102010317 ——          1,00,000          1,00,000          1,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0S221100102010323 ——          2,00,000          2,00,000          1,00,000
33 nwjHkk"k / Telephone 20S221100102010333 ——          1,00,000          1,00,000 ——

34 onhZ / Uniform 20S221100102010334 ——            84,000            84,000            84,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20S221100102010337            48,231            50,000            50,000            50,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20S221100102010442 ——          2,00,000          2,00,000 ——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3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20S221100102010543 ——          1,00,000          1,00,000             1,000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20S221100102010544 ——            10,000            1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kgjh ifjokj dY;k.k dsUnz ;ksx mi 'kh"kZ&01&'kgjh ifjokj dY;k.k dsUnz ;ksx mi 'kh"kZ&01&'kgjh ifjokj dY;k.k dsUnz ;ksx mi 'kh"kZ&01&'kgjh ifjokj dY;k.k dsUnz ;ksx mi 'kh"kZ&01&'kgjh ifjokj dY;k.k dsUnz / Urban Family Welfare   3,83,96,403       1,95,58,000       1,95,58,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kgjh ifjokj dY;k.k lsok,a ;ksx y?kq 'kh"kZ&102&'kgjh ifjokj dY;k.k lsok,a ;ksx y?kq 'kh"kZ&102&'kgjh ifjokj dY;k.k lsok,a ;ksx y?kq 'kh"kZ&102&'kgjh ifjokj dY;k.k lsok,a ;ksx y?kq 'kh"kZ&102&'kgjh ifjokj dY;k.k lsok,a /
URBAN FAMILY WELFARE SERVICES       3,83,96,403       1,95,58,000       1,95,58,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11&ifjokj dY;k.k dqy ;ksx&2211&ifjokj dY;k.k dqy ;ksx&2211&ifjokj dY;k.k dqy ;ksx&2211&ifjokj dY;k.k dqy ;ksx&2211&ifjokj dY;k.k / FAMILY WELFARE      69,71,06,753    1,11,54,76,000    1,11,54,76,000    1,27,0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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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ek¡x la[;k  & 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ek¡x la[;k  & 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ek¡x la[;k  & 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ek¡x la[;k  & 20&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01 & osru / Salary     1,20,89,98,000
08 &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1,48,80,000
10 &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20,02,000
12 & ,y- Vh- lh- / L.T.C.           3,21,000
13 &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0,55,000
15 &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42,14,000
16 &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15,04,000
17 &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1,62,03,000
23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7,60,000
32 & iqLrdky; / Library           5,00,000
34 & onhZ / Uniform          16,44,000
36 &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5,57,000
37 &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29,01,000
42 &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35,50,000
43 &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12,000
50 &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20,53,000
54 &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8,15,00,000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2,31,000
83 & 15-11-2000 ds ckn dk cdk;k osru / Arrear Pay after 15.11.2000        2,25,72,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1,36,74,57,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2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6258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37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25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22&x̀g foHkkx / Home Department
eq[; 'kh"kZ&4055&iqfyl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OLICE

y?kq 'kh"kZ&207&jkT; iqfyl y?kq 'kh"kZ&207&jkT; iqfyl y?kq 'kh"kZ&207&jkT; iqfyl y?kq 'kh"kZ&207&jkT; iqfyl y?kq 'kh"kZ&207&jkT; iqfyl  / STATE PILOCE
mi 'kh"k Z&72&iqfyl vk/k 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 s a dk Ø; mi 'kh"k Z&72&iqfyl vk/k 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 s a dk Ø; mi 'kh"k Z&72&iqfyl vk/k 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 s a dk Ø; mi 'kh"k Z&72&iqfyl vk/k 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 s a dk Ø; mi 'kh"k Z&72&iqfyl vk/k 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 s a dk Ø; / Purchase of various equipments for Police Modernisation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2S405500207720323 —— —— ——      23,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2&iqfyl vk/k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sa dk Ø; ;ksx mi 'kh"kZ&72&iqfyl vk/k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sa dk Ø; ;ksx mi 'kh"kZ&72&iqfyl vk/k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sa dk Ø; ;ksx mi 'kh"kZ&72&iqfyl vk/k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sa dk Ø; ;ksx mi 'kh"kZ&72&iqfyl vk/k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sa dk Ø; /

Purchase of various equipments for Police Modernisation —— —— ——      23,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07&jkT; iqfyl y?kq 'kh"kZ&207&jkT; iqfyl y?kq 'kh"kZ&207&jkT; iqfyl y?kq 'kh"kZ&207&jkT; iqfyl y?kq 'kh"kZ&207&jkT; iqfyl  / STATE PILOCE
mi 'kh"k Z&73&iqfyl vk/k qfudhdj.k ,oa Hkou fuek Z.k mi 'kh"k Z&73&iqfyl vk/k qfudhdj.k ,oa Hkou fuek Z.k mi 'kh"k Z&73&iqfyl vk/k qfudhdj.k ,oa Hkou fuek Z.k mi 'kh"k Z&73&iqfyl vk/k qfudhdj.k ,oa Hkou fuek Z.k mi 'kh"k Z&73&iqfyl vk/k qfudhdj.k ,oa Hkou fuek Z.k / Modernisation of Police and Building Construction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22S405500207730545 —— —— ——      35,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3&iqfyl vk/kqfudhdj.k ,oa Hkou fuekZ.k ;ksx mi 'kh"kZ&73&iqfyl vk/kqfudhdj.k ,oa Hkou fuekZ.k ;ksx mi 'kh"kZ&73&iqfyl vk/kqfudhdj.k ,oa Hkou fuekZ.k ;ksx mi 'kh"kZ&73&iqfyl vk/kqfudhdj.k ,oa Hkou fuekZ.k ;ksx mi 'kh"kZ&73&iqfyl vk/kqfudhdj.k ,oa Hkou fuekZ.k /

Modernisation of Police and Building Construction —— —— ——      35,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7&jkT; iqfyl ;ksx y?kq 'kh"kZ&207&jkT; iqfyl ;ksx y?kq 'kh"kZ&207&jkT; iqfyl ;ksx y?kq 'kh"kZ&207&jkT; iqfyl ;ksx y?kq 'kh"kZ&207&jkT; iqfyl / STATE PILOCE —— —— ——      59,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055&iqfyl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055&iqfyl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055&iqfyl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055&iqfyl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055&iqfyl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OLICE —— —— ——      59,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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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22&x`g foHkkx ek¡x la[;k  & 22&x`g foHkkx ek¡x la[;k  & 22&x`g foHkkx ek¡x la[;k  & 22&x`g foHkkx ek¡x la[;k  & 22&x`g foHkkx / Home Department

23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3,70,00,000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35,70,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59,40,0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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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26&Je] fu;kstu ,oa izf'k{k.k foHkkx / Labour,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Department
eq[; 'kh"kZ&2230&Je rFkk jkstxkj  / LABOUR AND EMPLOYMENT

mi&eq[; 'kh"kZ&03&izf'k{k.k mi&eq[; 'kh"kZ&03&izf'k{k.k mi&eq[; 'kh"kZ&03&izf'k{k.k mi&eq[; 'kh"kZ&03&izf'k{k.k mi&eq[; 'kh"kZ&03&izf'k{k.k  / TRAINING
y?kq 'kh"kZ&003&f'kYidkjks a rFkk i;Zos{kdks a dk izf'k{k.k y?kq 'kh"kZ&003&f'kYidkjks a rFkk i;Zos{kdks a dk izf'k{k.k y?kq 'kh"kZ&003&f'kYidkjks a rFkk i;Zos{kdks a dk izf'k{k.k y?kq 'kh"kZ&003&f'kYidkjks a rFkk i;Zos{kdks a dk izf'k{k.k y?kq 'kh"kZ&003&f'kYidkjks a rFkk i;Zos{kdks a dk izf'k{k.k  / TRAINING OF CRAFTSMEN AND SUPERVISORS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Central Scheme - CONSTRUCTION OF OFFICE BUILDING STAFF QUARTERS AND SKILL TRAINING INSTITUTES [0584]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26S223003003440107 —— —— ——         50,00,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6S223003003440213 —— —— ——         35,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6S223003003440315 —— —— ——         40,00,000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26S223003003440650 —— —— ——       1,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dkS'ky fodkl dh ;kstuk dkS'ky fodkl dh ;kstuk dkS'ky fodkl dh ;kstuk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 —— ——       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3&f'kYidkjksa rFkk i;Zos{kdksa dk izf'k{k.k ;ksx y?kq 'kh"kZ&003&f'kYidkjksa rFkk i;Zos{kdksa dk izf'k{k.k ;ksx y?kq 'kh"kZ&003&f'kYidkjksa rFkk i;Zos{kdksa dk izf'k{k.k ;ksx y?kq 'kh"kZ&003&f'kYidkjksa rFkk i;Zos{kdksa dk izf'k{k.k ;ksx y?kq 'kh"kZ&003&f'kYidkjksa rFkk i;Zos{kdksa dk izf'k{k.k /
TRAINING OF CRAFTSMEN AND SUPERVISORS —— —— ——       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Central Scheme - CONSTRUCTION OF OFFICE BUILDING STAFF QUARTERS AND SKILL TRAINING INSTITUTES [0584]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26S223003796440107 —— —— ——         50,00,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6S223003796440213 —— —— ——         35,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6S223003796440315 —— —— ——         40,00,000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26S223003796440650 —— —— ——       1,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dkS'ky fodkl dh ;kstuk dkS'ky fodkl dh ;kstuk dkS'ky fodkl dh ;kstuk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 —— ——       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 ——       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3&izf'k{k.k ;ksx mi&eq[; 'kh"kZ&03&izf'k{k.k ;ksx mi&eq[; 'kh"kZ&03&izf'k{k.k ;ksx mi&eq[; 'kh"kZ&03&izf'k{k.k ;ksx mi&eq[; 'kh"kZ&03&izf'k{k.k / TRAINING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30&Je rFkk jkstxkj dqy ;ksx&2230&Je rFkk jkstxkj dqy ;ksx&2230&Je rFkk jkstxkj dqy ;ksx&2230&Je rFkk jkstxkj dqy ;ksx&2230&Je rFkk jkstxkj / LABOUR AND EMPLOYMENT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28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26&Je] fu;kstu ,oa izf'k{k.k foHkkx ek¡x la[;k  & 26&Je] fu;kstu ,oa izf'k{k.k foHkkx ek¡x la[;k  & 26&Je] fu;kstu ,oa izf'k{k.k foHkkx ek¡x la[;k  & 26&Je] fu;kstu ,oa izf'k{k.k foHkkx ek¡x la[;k  & 26&Je] fu;kstu ,oa izf'k{k.k foHkkx / Labour,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Department

07 &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1,00,00,000
13 &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70,00,000
15 &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80,00,000
50 &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2,50,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5,00,0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29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30&vYila[;d dY;k.k / Minorities Welfare
eq[; 'kh"kZ&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mi 'kh"k 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mi 'kh"k 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mi 'kh"k 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mi 'kh"k 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 Multi-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inority Caste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30S422580796120759 ——      94,97,00,000      94,97,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ksx mi 'kh"k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ksx mi 'kh"k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ksx mi 'kh"k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ksx mi 'kh"k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

Multi-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inority Caste ——      94,97,00,000      94,97,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6&vYila[;d esfjV&de&ehUl Nk=o`fRr mi 'kh"k Z&16&vYila[;d esfjV&de&ehUl Nk=o`fRr mi 'kh"k Z&16&vYila[;d esfjV&de&ehUl Nk=o`fRr mi 'kh"k Z&16&vYila[;d esfjV&de&ehUl Nk=o`fRr mi 'kh"k Z&16&vYila[;d esfjV&de&ehUl Nk=o`fRr / Minority Merit-cum-Means Scholarship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30S422580796160650       3,41,44,128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6&vYila[;d esfjV&de&ehUl Nk=o`fRr ;ksx mi 'kh"kZ&16&vYila[;d esfjV&de&ehUl Nk=o`fRr ;ksx mi 'kh"kZ&16&vYila[;d esfjV&de&ehUl Nk=o`fRr ;ksx mi 'kh"kZ&16&vYila[;d esfjV&de&ehUl Nk=o`fRr ;ksx mi 'kh"kZ&16&vYila[;d esfjV&de&ehUl Nk=o`fRr /

Minority Merit-cum-Means Scholarship       3,41,44,128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7&vYila[;d izosf'kdk sRrj Nk=o`fRr mi 'kh"k Z&17&vYila[;d izosf'kdk sRrj Nk=o`fRr mi 'kh"k Z&17&vYila[;d izosf'kdk sRrj Nk=o`fRr mi 'kh"k Z&17&vYila[;d izosf'kdk sRrj Nk=o`fRr mi 'kh"k Z&17&vYila[;d izosf'kdk sRrj Nk=o`fRr / Minority  Post-Matric Scholarship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30S422580796170650 ——      14,00,00,000      14,00,00,000      1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7&vYila[;d izosf'kdksRrj Nk=o`fRr ;ksx mi 'kh"kZ&17&vYila[;d izosf'kdksRrj Nk=o`fRr ;ksx mi 'kh"kZ&17&vYila[;d izosf'kdksRrj Nk=o`fRr ;ksx mi 'kh"kZ&17&vYila[;d izosf'kdksRrj Nk=o`fRr ;ksx mi 'kh"kZ&17&vYila[;d izosf'kdksRrj Nk=o`fRr /

Minority  Post-Matric Scholarship ——      14,00,00,000      14,00,00,000      1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3,41,44,128    1,14,97,00,000    1,14,97,00,000      3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3,41,44,128    1,14,97,00,000    1,14,97,00,000      3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dqy ;ksx&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dqy ;ksx&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dqy ;ksx&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dqy ;ksx&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3,41,44,128    1,14,97,00,000    1,14,97,00,000      3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30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30&vYila[;d dY;k.k ek¡x la[;k  & 30&vYila[;d dY;k.k ek¡x la[;k  & 30&vYila[;d dY;k.k ek¡x la[;k  & 30&vYila[;d dY;k.k ek¡x la[;k  & 30&vYila[;d dY;k.k / Minorities Welfare

50 &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20,00,00,000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10,00,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30,00,0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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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35&;kstuk ,oa fodkl foHkkx /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 SURVEYS AND STATISTICS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 CENTRAL STATISTICAL ORGANISATION
mi 'kh"k 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r ;kstuk mi 'kh"k 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r ;kstuk mi 'kh"k 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r ;kstuk mi 'kh"k 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r ;kstuk mi 'kh"k 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r ;kstuk / Scheme for improvement of Crop statistics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35S345402204030101         18,91,301 —— —— ——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35S345402204030213             2,000 —— —— ——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35S345402204030315             2,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r ;kstuk ;ksx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r ;kstuk ;ksx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r ;kstuk ;ksx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r ;kstuk ;ksx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r ;kstuk /

Scheme for improvement of Crop statistics         18,95,301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 CENTRAL STATISTICAL ORGANISATION
mi 'kh"k Z&12&{ks=Qy ,oa mRiknu dk nq zr losZ{k.k mi 'kh"k Z&12&{ks=Qy ,oa mRiknu dk nq zr losZ{k.k mi 'kh"k Z&12&{ks=Qy ,oa mRiknu dk nq zr losZ{k.k mi 'kh"k Z&12&{ks=Qy ,oa mRiknu dk nq zr losZ{k.k mi 'kh"k Z&12&{ks=Qy ,oa mRiknu dk nq zr losZ{k.k / Timiley Reporting Servey of Area and Production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35S345402204120101         11,00,318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ks=Qy ,oa mRiknu dk nqzr losZ{k.k ;ksx mi 'kh"kZ&12&{ks=Qy ,oa mRiknu dk nqzr losZ{k.k ;ksx mi 'kh"kZ&12&{ks=Qy ,oa mRiknu dk nqzr losZ{k.k ;ksx mi 'kh"kZ&12&{ks=Qy ,oa mRiknu dk nqzr losZ{k.k ;ksx mi 'kh"kZ&12&{ks=Qy ,oa mRiknu dk nqzr losZ{k.k /

Timiley Reporting Servey of Area and Production         11,00,318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 CENTRAL STATISTICAL ORGANISATION
mi 'kh"k 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mi 'kh"k 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mi 'kh"k 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mi 'kh"k 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mi 'kh"k 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 Conduction of 6th Economic Census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35S345402204140107 ——          2,45,000          2,45,000 ——

09 ekuns; / Honorarium 35S345402204140109 ——       7,42,00,000       7,42,00,000       7,42,00,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35S345402204140213 ——       2,41,49,000       2,41,49,000       1,25,33,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35S345402204140315 ——         11,21,000         11,21,000          4,69,000

26 ih-vks-,y- / P.O.L. 35S345402204140326 —— —— ——          5,50,000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35S345402204140335 ——          2,85,000          2,85,000          2,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ksx mi 'kh"k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ksx mi 'kh"k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ksx mi 'kh"k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ksx mi 'kh"k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

Conduction of 6th Economic Census ——      10,00,00,000      10,00,00,000       8,80,2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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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35&;kstuk ,oa fodkl foHkkx /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 SURVEYS AND STATISTICS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 CENTRAL STATISTICAL ORGANISATION
mi 'kh"k 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mi 'kh"k 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mi 'kh"k 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mi 'kh"k 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mi 'kh"k 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 Conduction of BSLLD in Pilot Scheme

Central Scheme - Economic Census [0992]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9 ekuns; / Honorarium 35S345402204150109         94,12,880       3,30,00,000       3,30,00,000 ——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35S345402204150213            69,651 —— —— ——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35S345402204150315            80,000         20,00,000         20,0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35S345402204150335            37,155       1,50,00,000       1,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ksx mi 'kh"k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ksx mi 'kh"k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ksx mi 'kh"k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ksx mi 'kh"k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

Conduction of BSLLD in Pilot Scheme         95,99,686       5,00,00,000       5,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ksx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ksx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ksx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ksx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
CENTRAL STATISTICAL ORGANISATION       1,25,95,305      15,00,00,000      15,00,00,000       8,80,2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 ;kstuk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 ;kstuk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 ;kstuk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 ;kstuk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 ;kstuk / Scheme for improvement of Crop statistics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35S345402796030101 ——         35,85,000         35,85,000         39,15,000
12 ,y- Vh- lh- / L.T.C. 35S345402796030112 ——            10,000            10,000            10,000

85 fpfdRlk izfriwfÙkZ / Medical Reimbursement 35S345402796030185 —— —— ——          1,00,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35S345402796030213 ——            30,000            30,000            50,000

84 LFkkukUrj.k ;k=k O;; /

Transfer Travel Expenditure 35S345402796030284 —— —— ——            25,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35S345402796030315 ——            75,000            75,000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 ;kstuk ;ksx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 ;kstuk ;ksx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 ;kstuk ;ksx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 ;kstuk ;ksx mi 'kh"kZ&03&Qly lkaf[;dh ds lq/kkj ds fufer ;kstuk /

Scheme for improvement of Crop statistics ——         37,00,000         37,00,000         4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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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x la[;k&35&;kstuk ,oa fodkl foHkkx /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 SURVEYS AND STATISTIC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2&{ks=Qy ,oa mRiknu dk nq zr losZ{k.k mi 'kh"k Z&12&{ks=Qy ,oa mRiknu dk nq zr losZ{k.k mi 'kh"k Z&12&{ks=Qy ,oa mRiknu dk nq zr losZ{k.k mi 'kh"k Z&12&{ks=Qy ,oa mRiknu dk nq zr losZ{k.k mi 'kh"k Z&12&{ks=Qy ,oa mRiknu dk nq zr losZ{k.k / Timiley Reporting Servey of Area and Production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CENTRE FOR CROP STATISTICE [1700]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35S345402796120101 ——         15,11,000         15,11,000         15,56,000

02 thou ;kiu HkÙkk / D.A. 35S345402796120102 ——         10,78,000         10,78,000         13,56,000

12 ,y- Vh- lh- / L.T.C. 35S345402796120112 ——             6,000             6,000            10,000
85 fpfdRlk izfriwfÙkZ / Medical Reimbursement 35S345402796120185 —— —— ——          1,00,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35S345402796120213 ——            30,000            30,000            40,000
84 LFkkukUrj.k ;k=k O;; /

Transfer Travel Expenditure 35S345402796120284 —— —— ——            25,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35S345402796120315 ——            75,000            75,000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ks=Qy ,oa mRiknu dk nqzr losZ{k.k ;ksx mi 'kh"kZ&12&{ks=Qy ,oa mRiknu dk nqzr losZ{k.k ;ksx mi 'kh"kZ&12&{ks=Qy ,oa mRiknu dk nqzr losZ{k.k ;ksx mi 'kh"kZ&12&{ks=Qy ,oa mRiknu dk nqzr losZ{k.k ;ksx mi 'kh"kZ&12&{ks=Qy ,oa mRiknu dk nqzr losZ{k.k /

Timiley Reporting Servey of Area and Production ——         27,00,000         27,00,000         31,8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mi 'kh"k 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mi 'kh"k 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mi 'kh"k 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mi 'kh"k 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 Conduction of 6th Economic Census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CENTRE FOR CROP STATISTICE [1700]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35S345402796140108 ——         14,40,000         14,40,000         14,40,000

09 ekuns; / Honorarium 35S345402796140109 ——       7,11,23,000       7,11,23,000       7,01,99,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35S345402796140213 ——       2,42,89,000       2,42,89,000       1,17,47,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35S345402796140315 ——       1,74,92,000       1,74,92,000         11,00,000
19 eqnz.k / Printing 35S345402796140319 ——         45,76,000         45,76,000          4,00,000

26 ih-vks-,y- / P.O.L. 35S345402796140326 —— —— ——          8,00,000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35S345402796140335 ——          3,25,000          3,25,000          3,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ksx mi 'kh"k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ksx mi 'kh"k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ksx mi 'kh"k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ksx mi 'kh"kZ&14&6oha vkfFkZd x.kuk dk lapkyu /

Conduction of 6th Economic Census ——      11,92,45,000      11,92,45,000       8,60,1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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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x la[;k&35&;kstuk ,oa fodkl foHkkx /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 SURVEYS AND STATISTIC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mi 'kh"k 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mi 'kh"k 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mi 'kh"k 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mi 'kh"k 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 Conduction of BSLLD in Pilot Scheme

Central Scheme - Economic Census [0992]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9 ekuns; / Honorarium 35S345402796150109 ——       3,71,84,000       3,71,84,000 ——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35S345402796150213 ——            50,000            50,000 ——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35S345402796150315 ——         25,47,000         25,47,000 ——
19 eqnz.k / Printing 35S345402796150319 ——         48,92,000         48,92,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35S345402796150335 ——       1,76,15,000       1,76,15,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ksx mi 'kh"k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ksx mi 'kh"k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ksx mi 'kh"k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ksx mi 'kh"kZ&15&ch0,l0,y0,y0Mh0 ds vUrxZr ik;yV Ldhe dk lapkyu /

Conduction of BSLLD in Pilot Scheme ——       6,22,88,000       6,22,88,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18,79,33,000      18,79,33,000       9,33,98,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ksx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ksx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ksx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ksx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

SURVEYS AND STATISTICS       1,25,95,305      33,79,33,000      33,79,33,000      18,14,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1,25,95,305      33,79,33,000      33,79,33,000      18,14,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35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35&;kstuk ,oa fodkl foHkkx ek¡x la[;k  & 35&;kstuk ,oa fodkl foHkkx ek¡x la[;k  & 35&;kstuk ,oa fodkl foHkkx ek¡x la[;k  & 35&;kstuk ,oa fodkl foHkkx ek¡x la[;k  & 35&;kstuk ,oa fodkl foHkkx /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01 & osru / Salary          54,71,000
02 & thou ;kiu HkÙkk / D.A.          13,56,000
08 &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14,40,000
09 & ekuns; / Honorarium       14,43,99,000
12 & ,y- Vh- lh- / L.T.C.             20,000
13 &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43,70,000
15 &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17,69,000
19 & eqnz.k / Printing           4,00,000
26 & ih-vks-,y- / P.O.L.          13,50,000
35 &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6,00,000
84 & LFkkukUrj.k ;k=k O;; / Transfer Travel Expenditure             50,000
85 & fpfdRlk izfriwfÙkZ / Medical Reimbursement           2,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18,14,25,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1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9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5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36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40&jktLo ,oa Hkwfe lq/kkj foHkkx / Revenue and Land Reforms Department
eq[; 'kh"kZ&2029&Hkw&jktLo  / LAND REVENUE

y?kq 'kh"k Z&103&HkwvfHkys[k y?kq 'kh"k Z&103&HkwvfHkys[k y?kq 'kh"k Z&103&HkwvfHkys[k y?kq 'kh"k Z&103&HkwvfHkys[k y?kq 'kh"k Z&103&HkwvfHkys[k  / LAND RECORDS
mi 'kh"k Z&01&Hk w&vfHkys[kk 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01&Hk w&vfHkys[kk 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01&Hk w&vfHkys[kk 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01&Hk w&vfHkys[kk 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01&Hk w&vfHkys[kk s a dk dEI;wVjhdj.k / Land Records Computerisation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40S202900103010759       3,79,80,000       3,88,00,000       3,88,00,000       5,80,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Hkw&vfHkys[k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01&Hkw&vfHkys[k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01&Hkw&vfHkys[k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01&Hkw&vfHkys[k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01&Hkw&vfHkys[kks a dk dEI;wVjhdj.k /

Land Records Computerisation       3,79,80,000       3,88,00,000       3,88,00,000       5,80,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3&HkwvfHkys[k ;ksx y?kq 'kh"kZ&103&HkwvfHkys[k ;ksx y?kq 'kh"kZ&103&HkwvfHkys[k ;ksx y?kq 'kh"kZ&103&HkwvfHkys[k ;ksx y?kq 'kh"kZ&103&HkwvfHkys[k /LAND RECORDS       3,79,80,000       3,88,00,000       3,88,00,000       5,80,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1&Hk w&vfHkys[kk 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01&Hk w&vfHkys[kk 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01&Hk w&vfHkys[kk 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01&Hk w&vfHkys[kk 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01&Hk w&vfHkys[kk s a dk dEI;wVjhdj.k / Land Records Computerisation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40S202900796010759 ——       5,82,00,000       5,82,00,000       8,6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Hkw&vfHkys[k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01&Hkw&vfHkys[k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01&Hkw&vfHkys[k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01&Hkw&vfHkys[k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01&Hkw&vfHkys[kks a dk dEI;wVjhdj.k /

Land Records Computerisation ——       5,82,00,000       5,82,00,000       8,6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5,82,00,000       5,82,00,000       8,6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029&Hkw&jktLo dqy ;ksx&2029&Hkw&jktLo dqy ;ksx&2029&Hkw&jktLo dqy ;ksx&2029&Hkw&jktLo dqy ;ksx&2029&Hkw&jktLo / LAND REVENUE       3,79,80,000       9,70,00,000       9,70,00,000      14,48,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37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40&jktLo ,oa Hkwfe lq/kkj foHkkx / Revenue and Land Reforms Department
eq[; 'kh"kZ&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mi&eq[; 'kh"kZ&01&tux.kuk mi&eq[; 'kh"kZ&01&tux.kuk mi&eq[; 'kh"kZ&01&tux.kuk mi&eq[; 'kh"kZ&01&tux.kuk mi&eq[; 'kh"kZ&01&tux.kuk  / CENSUS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mi 'kh"k Z&01&d`f"k x.kuk mi 'kh"k Z&01&d`f"k x.kuk mi 'kh"k Z&01&d`f"k x.kuk mi 'kh"k Z&01&d`f"k x.kuk mi 'kh"k Z&01&d`f"k x.kuk / Agriculture Census

Central Scheme - AGRICULTURE CENSUS [0001]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9 ekuns; / Honorarium 40S345401001010109 —— —— ——       1,20,88,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40S345401001010213 —— —— ——          1,28,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40S345401001010315            60,794 —— ——          5,04,000
19 eqnz.k / Printing 40S345401001010319          3,40,179 —— ——         12,8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d`f"k x.kuk ;ksx mi 'kh"kZ&01&d`f"k x.kuk ;ksx mi 'kh"kZ&01&d`f"k x.kuk ;ksx mi 'kh"kZ&01&d`f"k x.kuk ;ksx mi 'kh"kZ&01&d`f"k x.kuk / Agriculture Census          4,00,973 —— ——       1,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4,00,973 —— ——       1,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1&d`f"k x.kuk mi 'kh"k Z&01&d`f"k x.kuk mi 'kh"k Z&01&d`f"k x.kuk mi 'kh"k Z&01&d`f"k x.kuk mi 'kh"k Z&01&d`f"k x.kuk / Agriculture Census

Central Scheme - AGRICULTURE CENSUS [0001]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9 ekuns; / Honorarium 40S345401796010109 —— —— ——       2,56,87,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40S345401796010213 —— —— ——          2,72,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40S345401796010315 —— —— ——          9,96,000

19 eqnz.k / Printing 40S345401796010319 —— —— ——         27,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d`f"k x.kuk ;ksx mi 'kh"kZ&01&d`f"k x.kuk ;ksx mi 'kh"kZ&01&d`f"k x.kuk ;ksx mi 'kh"kZ&01&d`f"k x.kuk ;ksx mi 'kh"kZ&01&d`f"k x.kuk / Agriculture Census —— —— ——       2,96,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 ——       2,96,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tux.kuk ;ksx mi&eq[; 'kh"kZ&01&tux.kuk ;ksx mi&eq[; 'kh"kZ&01&tux.kuk ;ksx mi&eq[; 'kh"kZ&01&tux.kuk ;ksx mi&eq[; 'kh"kZ&01&tux.kuk / CENSUS          4,00,973 —— ——       4,36,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4,00,973 —— ——       4,36,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38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40&jktLo ,oa Hkwfe lq/kkj foHkkx ek¡x la[;k  & 40&jktLo ,oa Hkwfe lq/kkj foHkkx ek¡x la[;k  & 40&jktLo ,oa Hkwfe lq/kkj foHkkx ek¡x la[;k  & 40&jktLo ,oa Hkwfe lq/kkj foHkkx ek¡x la[;k  & 40&jktLo ,oa Hkwfe lq/kkj foHkkx / Revenue and Land Reforms Department

09 & ekuns; / Honorarium        3,77,75,000
13 &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4,00,000
15 &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15,00,000
19 & eqnz.k / Printing          40,00,000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14,48,25,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18,85,0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39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43&foKku ,oa izkoSf/kdh foHkkx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eq[; 'kh"kZ&2203&rduhdh f'k{kk  / TECHNICAL EDUCATION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y?kq 'kh"k Z&003&izf'k{k.k  / TRAINING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w Politecnic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43S220300003820335         25,38,49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w Politecnic         25,38,49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3&iz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TRAINING         25,38,49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105&cgqf'kYi ¼iksyhVsDuhd½ fo|ky; y?kq 'kh"k Z&105&cgqf'kYi ¼iksyhVsDuhd½ fo|ky; y?kq 'kh"k Z&105&cgqf'kYi ¼iksyhVsDuhd½ fo|ky; y?kq 'kh"k Z&105&cgqf'kYi ¼iksyhVsDuhd½ fo|ky; y?kq 'kh"k Z&105&cgqf'kYi ¼iksyhVsDuhd½ fo|ky;  / POLYTECHNICS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 Upgradation of Politecnic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43S220300105830317         15,60,000       5,34,75,000       5,34,75,000       4,0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

Upgradation of Politecnic         15,60,000       5,34,75,000       5,34,75,000       4,0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5&cgqf'kYi ¼iksyhVsDuhd½ fo|ky; ;ksx y?kq 'kh"kZ&105&cgqf'kYi ¼iksyhVsDuhd½ fo|ky; ;ksx y?kq 'kh"kZ&105&cgqf'kYi ¼iksyhVsDuhd½ fo|ky; ;ksx y?kq 'kh"kZ&105&cgqf'kYi ¼iksyhVsDuhd½ fo|ky; ;ksx y?kq 'kh"kZ&105&cgqf'kYi ¼iksyhVsDuhd½ fo|ky; / POLYTECHNICS 15,60,000       5,34,75,000       5,34,75,000       4,0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w Politecnic

Central Scheme - SUPPORT FOR THE POLYTECHNICS IN THE STAT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OF EXISTING

POLYTECHNICS [0915]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43S220300789820335         25,68,4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w Politecnic         25,68,4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 Upgradation of Polytechnic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43S220300789830317          3,00,000       1,03,50,000       1,03,50,000         7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

Upgradation of Polytechnic          3,00,000       1,03,50,000       1,03,50,000         7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28,68,400       1,03,50,000       1,03,50,000         7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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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k¡x la[;k&43&foKku ,oa izkoSf/kdh foHkkx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eq[; 'kh"kZ&2203&rduhdh f'k{kk  / TECHNICAL EDUC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mi 'kh"k Z&82&dE;qfuVh Msoysies aV Fkzk 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w Politecnic

Central Scheme - SUPPORT FOR THE POLYTECHNICS IN THE STAT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OF EXISTING POLY-

TECHNICS [0915]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43S220300796820335          1,64,02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ksx mi 'kh"kZ&82&dE;qfuVh MsoysiesaV Fkzks iksfyVsdfud ¼lhMhVhih½ /

Community Development Throw Politecnic          1,64,02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mi 'kh"k Z&83&vixz sMs'ku vkWQ iksfyVsdfud / Up gradation of Polytechnic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43S220300796830317          1,40,000         51,75,000         51,75,000         3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ksx mi 'kh"kZ&83&vixzsMs'ku vkWQ iksfyVsdfud /

Up gradation of Polytechnic          1,40,000         51,75,000         51,75,000         3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3,04,025         51,75,000         51,75,000         3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03&rduhdh f'k{kk dqy ;ksx&2203&rduhdh f'k{kk dqy ;ksx&2203&rduhdh f'k{kk dqy ;ksx&2203&rduhdh f'k{kk dqy ;ksx&2203&rduhdh f'k{kk / TECHNICAL EDUCATION         72,70,918       6,90,00,000       6,90,00,000       5,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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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43&foKku ,oa izkoSf/kdh foHkkx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eq[; 'kh"kZ&4202&f'k{kk] [ksydwn] dyk rFkk laLd̀fr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EDUCATION, SPORTS, ART AND CULTURE

mi&eq[; 'kh"kZ&02&rduhdh f'k{kk mi&eq[; 'kh"kZ&02&rduhdh f'k{kk mi&eq[; 'kh"kZ&02&rduhdh f'k{kk mi&eq[; 'kh"kZ&02&rduhdh f'k{kk mi&eq[; 'kh"kZ&02&rduhdh f'k{kk  / TECHNICAL EDUCATION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S AND INSTITUTES
mi 'kh"kZ&06&rduhdh f'k{k.k laLFkkuksa dk fuekZ.k & bath0 dkW0 @ikWfy0@ [kuu~ laLFkkuksa dk fuekZ.k ,oa th.kksZ0] >kj[k.M jkT; ds 17 ftyksa essa ikWfy0mi 'kh"kZ&06&rduhdh f'k{k.k laLFkkuksa dk fuekZ.k & bath0 dkW0 @ikWfy0@ [kuu~ laLFkkuksa dk fuekZ.k ,oa th.kksZ0] >kj[k.M jkT; ds 17 ftyksa essa ikWfy0mi 'kh"kZ&06&rduhdh f'k{k.k laLFkkuksa dk fuekZ.k & bath0 dkW0 @ikWfy0@ [kuu~ laLFkkuksa dk fuekZ.k ,oa th.kksZ0] >kj[k.M jkT; ds 17 ftyksa essa ikWfy0mi 'kh"kZ&06&rduhdh f'k{k.k laLFkkuksa dk fuekZ.k & bath0 dkW0 @ikWfy0@ [kuu~ laLFkkuksa dk fuekZ.k ,oa th.kksZ0] >kj[k.M jkT; ds 17 ftyksa essa ikWfy0mi 'kh"kZ&06&rduhdh f'k{k.k laLFkkuksa dk fuekZ.k & bath0 dkW0 @ikWfy0@ [kuu~ laLFkkuksa dk fuekZ.k ,oa th.kksZ0] >kj[k.M jkT; ds 17 ftyksa essa ikWfy0

ds fuekZ.k gsrq vuqnku ds fuekZ.k gsrq vuqnku ds fuekZ.k gsrq vuqnku ds fuekZ.k gsrq vuqnku ds fuekZ.k gsrq vuqnku /
Construction of technical educational institutes 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of engineering colleges / polytechnics/mines
institutes
Central Scheme - SUPPORT FOR THE POLYTECHNICS IN THE STAT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OF EXISTING POLY-
TECHNICS [0915]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43S420202105060545 ——      55,00,00,000      15,00,00,000      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rduhdh f'k{k.k laLFkkuksa dk fuekZ.k & bath0 dkW0 @ikWfy0@;ksx mi 'kh"kZ&06&rduhdh f'k{k.k laLFkkuksa dk fuekZ.k & bath0 dkW0 @ikWfy0@;ksx mi 'kh"kZ&06&rduhdh f'k{k.k laLFkkuksa dk fuekZ.k & bath0 dkW0 @ikWfy0@;ksx mi 'kh"kZ&06&rduhdh f'k{k.k laLFkkuksa dk fuekZ.k & bath0 dkW0 @ikWfy0@;ksx mi 'kh"kZ&06&rduhdh f'k{k.k laLFkkuksa dk fuekZ.k & bath0 dkW0 @ikWfy0@

[kuu~ laLFkkuksa dk fuekZ.k ,oa th.kksZ0] >kj[k.M jkT; ds 17 ftyksa essa ikWfy0 ds[kuu~ laLFkkuksa dk fuekZ.k ,oa th.kksZ0] >kj[k.M jkT; ds 17 ftyksa essa ikWfy0 ds[kuu~ laLFkkuksa dk fuekZ.k ,oa th.kksZ0] >kj[k.M jkT; ds 17 ftyksa essa ikWfy0 ds[kuu~ laLFkkuksa dk fuekZ.k ,oa th.kksZ0] >kj[k.M jkT; ds 17 ftyksa essa ikWfy0 ds[kuu~ laLFkkuksa dk fuekZ.k ,oa th.kksZ0] >kj[k.M jkT; ds 17 ftyksa essa ikWfy0 ds

fuekZ.k gsrq vuqnku fuekZ.k gsrq vuqnku fuekZ.k gsrq vuqnku fuekZ.k gsrq vuqnku fuekZ.k gsrq vuqnku /
Construction of technical educational institutes 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of engineering colleges / polytechnics/mines institutes ——      55,00,00,000      15,00,00,000      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S AND INSTITUTES
mi 'kh"k 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 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mi 'kh"k 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 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mi 'kh"k 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 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mi 'kh"k 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 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mi 'kh"k 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 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Women Hostel in Engineering / Poltecnic
Central Scheme - SUPPORT FOR THE POLYTECHNICS IN THE STAT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OF EXISTING POLY-
TECHNICS [0915]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43S420202105710545 ——         80,00,000         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ksx mi 'kh"k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ksx mi 'kh"k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ksx mi 'kh"k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ksx mi 'kh"k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Women Hostel in Engineering / Poltecnic ——         80,00,000         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ksx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ksx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ksx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ksx y?kq 'kh"kZ&105&bathfu;jh@rduhdh dkyst rFkk laLFkku /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S AND INSTITUTES ——      55,80,00,000      15,80,00,000      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 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mi 'kh"k 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 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mi 'kh"k 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 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mi 'kh"k 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 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mi 'kh"k 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 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Women Hostel in Engineering / Poltecnic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43S420202789710545 ——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ksx mi 'kh"k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ksx mi 'kh"k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ksx mi 'kh"k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ksx mi 'kh"kZ&71&vfHk;a=.k @ iksfYVsdfud esa efgyk Nk=kokl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Women Hostel in Engineering / Poltecnic ——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rduhdh f'k{kk ;ksx mi&eq[; 'kh"kZ&02&rduhdh f'k{kk ;ksx mi&eq[; 'kh"kZ&02&rduhdh f'k{kk ;ksx mi&eq[; 'kh"kZ&02&rduhdh f'k{kk ;ksx mi&eq[; 'kh"kZ&02&rduhdh f'k{kk / TECHNICAL EDUCATION ——      56,00,00,000      16,00,00,000      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202&f'k{kk] [ksydwn] dyk rFkk laLd`fr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202&f'k{kk] [ksydwn] dyk rFkk laLd`fr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202&f'k{kk] [ksydwn] dyk rFkk laLd`fr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202&f'k{kk] [ksydwn] dyk rFkk laLd`fr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202&f'k{kk] [ksydwn] dyk rFkk laLd`fr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EDUCATION, SPORTS, ART AND CULTURE ——      56,00,00,000      16,00,00,000      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42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43&foKku ,oa izkoSf/kdh foHkkx ek¡x la[;k  & 43&foKku ,oa izkoSf/kdh foHkkx ek¡x la[;k  & 43&foKku ,oa izkoSf/kdh foHkkx ek¡x la[;k  & 43&foKku ,oa izkoSf/kdh foHkkx ek¡x la[;k  & 43&foKku ,oa izkoSf/kdh foHkkx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17 &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5,20,00,000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0,00,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55,20,0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43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0&y?kq flapkbZ foHkkx / Minor Irrigation Department
eq[; 'kh"kZ&4702&y?k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MINOR IRRIGATION

y?kq 'kh"kZ&101&lrgh ty y?kq 'kh"kZ&101&lrgh ty y?kq 'kh"kZ&101&lrgh ty y?kq 'kh"kZ&101&lrgh ty y?kq 'kh"kZ&101&lrgh ty  / SURFACE WATER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

Ground Water Survey of new schemes/ Artificial recharge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50S470200101240544 ——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 d`f=e iquHkZju ,oa;ksx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 d`f=e iquHkZju ,oa;ksx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 d`f=e iquHkZju ,oa;ksx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 d`f=e iquHkZju ,oa;ksx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ty laj{k.k ty laj{k.k ty laj{k.k ty laj{k.k /

Ground Water Survey of new schemes/ Artificial recharge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lrgh ty ;ksx y?kq 'kh"kZ&101&lrgh ty ;ksx y?kq 'kh"kZ&101&lrgh ty ;ksx y?kq 'kh"kZ&101&lrgh ty ;ksx y?kq 'kh"kZ&101&lrgh ty /SURFACE WATER ——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mi 'kh"k Z&03&jsluykbts'ku vkWQ ekbu ,fjxs'ku LVSfVfLVd mi 'kh"k Z&03&jsluykbts'ku vkWQ ekbu ,fjxs'ku LVSfVfLVd mi 'kh"k Z&03&jsluykbts'ku vkWQ ekbu ,fjxs'ku LVSfVfLVd mi 'kh"k Z&03&jsluykbts'ku vkWQ ekbu ,fjxs'ku LVSfVfLVd mi 'kh"k Z&03&jsluykbts'ku vkWQ ekbu ,fjxs'ku LVSfVfLVd / Rationalization of mine Irrigation Statistic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0S470200796030759 ——       2,00,00,000       2,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jsluykbts'ku vkWQ ekbu ,fjxs'ku LVSfVfLVd ;ksx mi 'kh"kZ&03&jsluykbts'ku vkWQ ekbu ,fjxs'ku LVSfVfLVd ;ksx mi 'kh"kZ&03&jsluykbts'ku vkWQ ekbu ,fjxs'ku LVSfVfLVd ;ksx mi 'kh"kZ&03&jsluykbts'ku vkWQ ekbu ,fjxs'ku LVSfVfLVd ;ksx mi 'kh"kZ&03&jsluykbts'ku vkWQ ekbu ,fjxs'ku LVSfVfLVd /

Rationalization of mine Irrigation Statistic ——       2,00,00,000       2,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laj{k.k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laj{k.k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laj{k.k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laj{k.k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laj{k.k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

Ground Water Survey of new schemes/ Artificial Recharge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50S470200796240544 ——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laj{k.k d`f=e iquHkZju ,oa;ksx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laj{k.k d`f=e iquHkZju ,oa;ksx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laj{k.k d`f=e iquHkZju ,oa;ksx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laj{k.k d`f=e iquHkZju ,oa;ksx mi 'kh"kZ&24&ubZ ;kstuk dk HkwxHkZ ty losZ{k.k @laj{k.k d`f=e iquHkZju ,oa

ty laj{k.k ty laj{k.k ty laj{k.k ty laj{k.k ty laj{k.k /

Ground Water Survey of new schemes/ Artificial Recharge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       2,40,00,000       2,4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702&y?k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702&y?k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702&y?k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702&y?k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702&y?k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MINOR IRRIGATION ——       2,60,00,000       2,6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44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50&y?kq flapkbZ foHkkx ek¡x la[;k  & 50&y?kq flapkbZ foHkkx ek¡x la[;k  & 50&y?kq flapkbZ foHkkx ek¡x la[;k  & 50&y?kq flapkbZ foHkkx ek¡x la[;k  & 50&y?kq flapkbZ foHkkx / Minor Irrigation Department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5,00,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5,00,0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45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03&izosf'kdk sRrj 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sf'kdk sRrj 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sf'kdk sRrj 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sf'kdk sRrj 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sf'kdk sRrj izkoSf/kdh Nk=o`fRr / Post-Matric Technical Scholarships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1789030759       1,71,58,300      14,00,00,000      14,00,00,000      1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
Post-Matric Technical Scholarships       1,71,58,300      14,00,00,000      14,00,00,000      1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4&vLoPN dk;ksZa esa yxs O;fDr;ksa ds cPpksa dks izkoSf/kdh Nk=o`fRr mi 'kh"kZ&04&vLoPN dk;ksZa esa yxs O;fDr;ksa ds cPpksa dks izkoSf/kdh Nk=o`fRr mi 'kh"kZ&04&vLoPN dk;ksZa esa yxs O;fDr;ksa ds cPpksa dks izkoSf/kdh Nk=o`fRr mi 'kh"kZ&04&vLoPN dk;ksZa esa yxs O;fDr;ksa ds cPpksa dks izkoSf/kdh Nk=o`fRr mi 'kh"kZ&04&vLoPN dk;ksZa esa yxs O;fDr;ksa ds cPpksa dks izkoSf/kdh Nk=o`fRr /
Technical Scholarship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persons engaged in unclean occupation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1789040759 ——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vLoPN dk;ksZa esa yxs O;fDr;ksa ds cPpksa dks;ksx mi 'kh"kZ&04&vLoPN dk;ksZa esa yxs O;fDr;ksa ds cPpksa dks;ksx mi 'kh"kZ&04&vLoPN dk;ksZa esa yxs O;fDr;ksa ds cPpksa dks;ksx mi 'kh"kZ&04&vLoPN dk;ksZa esa yxs O;fDr;ksa ds cPpksa dks;ksx mi 'kh"kZ&04&vLoPN dk;ksZa esa yxs O;fDr;ksa ds cPpksa dks

izkoSf/kdh Nk=o`fRr izkoSf/kdh Nk=o`fRr izkoSf/kdh Nk=o`fRr izkoSf/kdh Nk=o`fRr izkoSf/kdh Nk=o`fRr /
Technical Scholarship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persons engaged in
unclean occupation ——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07&esfjV mUu;u ;kstuk mi 'kh"k Z&07&esfjV mUu;u ;kstuk mi 'kh"k Z&07&esfjV mUu;u ;kstuk mi 'kh"k Z&07&esfjV mUu;u ;kstuk mi 'kh"k Z&07&esfjV mUu;u ;kstuk / Merit Promotion Scheme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1789070759 ——         11,70,000         11,70,000         11,7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esfjV mUu;u ;kstuk ;ksx mi 'kh"kZ&07&esfjV mUu;u ;kstuk ;ksx mi 'kh"kZ&07&esfjV mUu;u ;kstuk ;ksx mi 'kh"kZ&07&esfjV mUu;u ;kstuk ;ksx mi 'kh"kZ&07&esfjV mUu;u ;kstuk /Merit Promotion Scheme ——         11,70,000         11,70,000         11,7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22&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mi 'kh"k Z&22&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mi 'kh"k Z&22&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mi 'kh"k Z&22&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mi 'kh"k Z&22&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 Construction scheme of the Babu Jagjivan Ram Girls Hostel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222501789220545       2,00,00,000       5,05,00,000       5,0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2&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ksx mi 'kh"kZ&22&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ksx mi 'kh"kZ&22&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ksx mi 'kh"kZ&22&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ksx mi 'kh"kZ&22&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
Construction scheme of the Babu Jagjivan Ram Girls Hostels       2,00,00,000       5,05,00,000       5,0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86&izh&eSfVªd Nk=o`fRr ¼oxZ 9 ,oa 10½ mi 'kh"kZ&86&izh&eSfVªd Nk=o`fRr ¼oxZ 9 ,oa 10½ mi 'kh"kZ&86&izh&eSfVªd Nk=o`fRr ¼oxZ 9 ,oa 10½ mi 'kh"kZ&86&izh&eSfVªd Nk=o`fRr ¼oxZ 9 ,oa 10½ mi 'kh"kZ&86&izh&eSfVªd Nk=o`fRr ¼oxZ 9 ,oa 10½ / Pre-Matric Scholarship (Class IX & X)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S222501789860650 —— ——      12,02,87,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6&izh&eSfV¦d Nk=o`fRr ¼oxZ 9 ,oa 10½ ;ksx mi 'kh"kZ&86&izh&eSfV¦d Nk=o`fRr ¼oxZ 9 ,oa 10½ ;ksx mi 'kh"kZ&86&izh&eSfV¦d Nk=o`fRr ¼oxZ 9 ,oa 10½ ;ksx mi 'kh"kZ&86&izh&eSfV¦d Nk=o`fRr ¼oxZ 9 ,oa 10½ ;ksx mi 'kh"kZ&86&izh&eSfV¦d Nk=o`fRr ¼oxZ 9 ,oa 10½ /
Pre-Matric Scholarship (Class IX & X) —— ——      12,02,87,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3,71,58,300      19,96,70,000      31,99,57,000      14,91,7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3,71,58,300      19,96,70,000      31,99,57,000      14,91,7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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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 Z&57&mPp fo|ky; Nk=o`fÙk mi 'kh"k Z&57&mPp fo|ky; Nk=o`fÙk mi 'kh"k Z&57&mPp fo|ky; Nk=o`fÙk mi 'kh"k Z&57&mPp fo|ky; Nk=o`fÙk mi 'kh"k Z&57&mPp fo|ky; Nk=o`fÙk / High School Scholarship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S222502277570650       3,65,64,18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7&mPp fo|ky; Nk=o`fÙk ;ksx mi 'kh"kZ&57&mPp fo|ky; Nk=o`fÙk ;ksx mi 'kh"kZ&57&mPp fo|ky; Nk=o`fÙk ;ksx mi 'kh"kZ&57&mPp fo|ky; Nk=o`fÙk ;ksx mi 'kh"kZ&57&mPp fo|ky; Nk=o`fÙk / High School Scholarship       3,65,64,18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 Z&65&izosf'kdk sRrj 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65&izosf'kdk sRrj 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65&izosf'kdk sRrj 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65&izosf'kdk sRrj 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65&izosf'kdk sRrj izkoSf/kdh Nk=o`fRr / Post-Matric Technical Scholarship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S222502277650650       3,82,99,815       7,0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5&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65&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65&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65&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65&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

Post-Matric Technical Scholarship       3,82,99,815       7,0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Z&66&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66&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66&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66&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66&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

Hostels for Boys & Girls of Scheduled Tribe in the Extremist Attested Area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222502277660545 ——       2,45,00,000       2,4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6&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66&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66&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66&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66&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

Hostels for Boys & Girls of Scheduled Tribe in the Extremist Attested Areas ——       2,45,00,000       2,4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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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 Z&72&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72&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72&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72&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72&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 Hostel Construction for Scheduled Tribe Girl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222502277720545 ——       2,50,00,000       2,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2&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2&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2&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2&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2&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

Hostel Construction for Scheduled Tribe Girls ——       2,50,00,000       2,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

Rain water harvesting and Solar water heating for hostels in Naxal Affected Areas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2277880759 ——         41,50,000         41,50,000         41,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ksx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ksx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ksx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ksx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

Rain water harvesting and Solar water heating for hostels in

Naxal Affected Areas ——         41,50,000         41,50,000         41,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 EDUCATION       7,48,64,004      12,36,50,000      12,36,50,000       7,41,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2&O;olkf;d izf'k{k.k mi 'kh"k Z&02&O;olkf;d izf'k{k.k mi 'kh"k Z&02&O;olkf;d izf'k{k.k mi 'kh"k Z&02&O;olkf;d izf'k{k.k mi 'kh"k Z&02&O;olkf;d izf'k{k.k / Vocational Education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2796020759 ——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O;olkf;d izf'k{k.k ;ksx mi 'kh"kZ&02&O;olkf;d izf'k{k.k ;ksx mi 'kh"kZ&02&O;olkf;d izf'k{k.k ;ksx mi 'kh"kZ&02&O;olkf;d izf'k{k.k ;ksx mi 'kh"kZ&02&O;olkf;d izf'k{k.k / Vocational Education ——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4&vkfne tutkfr;ks a dk fodkl dk;ZØe mi 'kh"k Z&04&vkfne tutkfr;ks a dk fodkl dk;ZØe mi 'kh"k Z&04&vkfne tutkfr;ks a dk fodkl dk;ZØe mi 'kh"k Z&04&vkfne tutkfr;ks a dk fodkl dk;ZØe mi 'kh"k Z&04&vkfne tutkfr;ks a dk fodkl dk;ZØe / Development Progaramme of Primitive Tribes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2796040759       6,90,13,490      71,32,00,000      71,32,00,000      71,3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vkfne tutkfr;ksa dk fodkl dk;ZØe ;ksx mi 'kh"kZ&04&vkfne tutkfr;ksa dk fodkl dk;ZØe ;ksx mi 'kh"kZ&04&vkfne tutkfr;ksa dk fodkl dk;ZØe ;ksx mi 'kh"kZ&04&vkfne tutkfr;ksa dk fodkl dk;ZØe ;ksx mi 'kh"kZ&04&vkfne tutkfr;ksa dk fodkl dk;ZØe /

Development Progaramme of Primitive Tribes       6,90,13,490      71,32,00,000      71,32,00,000      71,3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48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7&esfjV mUu;u ;kstuk mi 'kh"k Z&07&esfjV mUu;u ;kstuk mi 'kh"k Z&07&esfjV mUu;u ;kstuk mi 'kh"k Z&07&esfjV mUu;u ;kstuk mi 'kh"k Z&07&esfjV mUu;u ;kstuk / Merit Promotion Scheme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2796070759 ——         11,70,000         11,70,000         11,7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esfjV mUu;u ;kstuk ;ksx mi 'kh"kZ&07&esfjV mUu;u ;kstuk ;ksx mi 'kh"kZ&07&esfjV mUu;u ;kstuk ;ksx mi 'kh"kZ&07&esfjV mUu;u ;kstuk ;ksx mi 'kh"kZ&07&esfjV mUu;u ;kstuk /

Merit Promotion Scheme ——         11,70,000         11,70,000         11,7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1&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11&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11&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11&izkoSf/kdh Nk=o`fRr mi 'kh"k Z&11&izkoSf/kdh Nk=o`fRr / Technical Scholarship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2796110759       7,99,94,195      12,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11&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11&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11&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11&izkoSf/kdh Nk=o`fRr /Technical Scholarship       7,99,94,195      12,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26&>kj[k.M tutkrh; 'kks/k laLFkku] jk¡ph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mi 'kh"kZ&26&>kj[k.M tutkrh; 'kks/k laLFkku] jk¡ph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mi 'kh"kZ&26&>kj[k.M tutkrh; 'kks/k laLFkku] jk¡ph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mi 'kh"kZ&26&>kj[k.M tutkrh; 'kks/k laLFkku] jk¡ph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mi 'kh"kZ&26&>kj[k.M tutkrh; 'kks/k laLFkku] jk¡ph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Jharkhand Tribal Research Institute, Ranchi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2796260759       5,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6&>kj[k.M tutkrh; 'kks/k laLFkku] jk¡ph;ksx mi 'kh"kZ&26&>kj[k.M tutkrh; 'kks/k laLFkku] jk¡ph;ksx mi 'kh"kZ&26&>kj[k.M tutkrh; 'kks/k laLFkku] jk¡ph;ksx mi 'kh"kZ&26&>kj[k.M tutkrh; 'kks/k laLFkku] jk¡ph;ksx mi 'kh"kZ&26&>kj[k.M tutkrh; 'kks/k laLFkku] jk¡ph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Jharkhand Tribal Research Institute, Ranchi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5,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7&mPp fo|ky; Nk=o`fRr mi 'kh"k Z&57&mPp fo|ky; Nk=o`fRr mi 'kh"k Z&57&mPp fo|ky; Nk=o`fRr mi 'kh"k Z&57&mPp fo|ky; Nk=o`fRr mi 'kh"k Z&57&mPp fo|ky; Nk=o`fRr / High School Scholarship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S222502796570650       6,02,31,39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7&mPp fo|ky; Nk=o`fRr ;ksx mi 'kh"kZ&57&mPp fo|ky; Nk=o`fRr ;ksx mi 'kh"kZ&57&mPp fo|ky; Nk=o`fRr ;ksx mi 'kh"kZ&57&mPp fo|ky; Nk=o`fRr ;ksx mi 'kh"kZ&57&mPp fo|ky; Nk=o`fRr / High School Scholarship       6,02,31,39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49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68&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68&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68&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68&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68&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 Asram Schools for Naxal Affected Area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222502796680545       2,75,92,000         62,00,000         6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6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6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6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6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

Asram Schools for Naxal Affected Area       2,75,92,000         62,00,000         6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75&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 a ckfydk Nk=kokl fuekZ.k mi 'kh"k Z&75&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 a ckfydk Nk=kokl fuekZ.k mi 'kh"k Z&75&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 a ckfydk Nk=kokl fuekZ.k mi 'kh"k Z&75&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 a ckfydk Nk=kokl fuekZ.k mi 'kh"k Z&75&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 a ckfydk Nk=kokl fuekZ.k / Boy-Girl Hostel Construction for Naxal Affected Area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222502796750545       1,20,00,000       3,65,00,000       3,6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5&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5&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5&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5&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5&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ckfydk Nk=kokl fuekZ.k /

Boy-Girl Hostel Construction for Naxal Affected Areas       1,20,00,000       3,65,00,000       3,6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76&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76&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76&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76&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76&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 Asram School  for Naxal Affected Area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222502796760545 ——       6,05,00,000       6,0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6&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76&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76&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76&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76&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

Asram School  for Naxal Affected Areas ——       6,05,00,000       6,0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77&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mi 'kh"k Z&77&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mi 'kh"k Z&77&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mi 'kh"k Z&77&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mi 'kh"k Z&77&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 Hostel Construction for Scheduled Tribe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222502796770545 ——       3,72,00,000       3,7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7&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7&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7&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7&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77&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

Hostel Construction for Scheduled Tribes ——       3,72,00,000       3,7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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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

Rain water harvesting and Solar water heating for hostels in Naxal Affected Areas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2796880759 —— —— ——         6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ksx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ksx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ksx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ksx mi 'kh"kZ&88&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Nk=kokl esa jsu okVj gkosZfLVax ,oa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lksyj okVj fgfVax flLVe /

Rain water harvesting and Solar water heating for hostels in

Naxal Affected Areas —— —— ——         6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29,88,31,075      97,87,70,000      97,87,70,000      84,45,7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37,36,95,079    1,10,24,20,000    1,10,24,20,000      91,87,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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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kh"kZ&03&fiNM+s oxksZa dk dY;k.k mi&eq[; 'kh"kZ&03&fiNM+s oxksZa dk dY;k.k mi&eq[; 'kh"kZ&03&fiNM+s oxksZa dk dY;k.k mi&eq[; 'kh"kZ&03&fiNM+s oxksZa dk dY;k.k mi&eq[; 'kh"kZ&03&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BACKWARD CLASSES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 Z&03&izo sf'kdk sRrj izko 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 sf'kdk sRrj izko 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 sf'kdk sRrj izko 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 sf'kdk sRrj izko 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 sf'kdk sRrj izko Sf/kdh Nk=o`fRr / Post-Matric Technical Scholarships  for OBCs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S222503277030650 ——       9,00,00,000      24,00,00,000       9,00,00,000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S222503277030759 ——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
Post-Matric Technical Scholarships  for OBCs ——       9,60,00,000      24,60,00,000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 Z&06&izh&eSfV ªd Nk=o`fRr mi 'kh"k Z&06&izh&eSfV ªd Nk=o`fRr mi 'kh"k Z&06&izh&eSfV ªd Nk=o`fRr mi 'kh"k Z&06&izh&eSfV ªd Nk=o`fRr mi 'kh"k Z&06&izh&eSfV ªd Nk=o`fRr / Pre-matric Scholarship  for OBCs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S222503277060650 —— —— ——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
Pre-matric Scholarship  for OBCs —— —— ——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 EDUCATION ——       9,60,00,000      24,60,00,000       9,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3&izo sf'kdk sRrj izko 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 sf'kdk sRrj izko 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 sf'kdk sRrj izko 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 sf'kdk sRrj izko Sf/kdh Nk=o`fRr mi 'kh"k Z&03&izo sf'kdk sRrj izko Sf/kdh Nk=o`fRr / Post-Matric Technical Scholarship  for OBCs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S222503796030650         68,54,015      11,00,00,000      19,14,23,000      1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ksx mi 'kh"kZ&03&izosf'kdksRrj izkoSf/kdh Nk=o`fRr /
Post-Matric Technical Scholarship  for OBCs         68,54,015      11,00,00,000      19,14,23,000      1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6&izh&eSfV ªd Nk=o`fRr mi 'kh"k Z&06&izh&eSfV ªd Nk=o`fRr mi 'kh"k Z&06&izh&eSfV ªd Nk=o`fRr mi 'kh"k Z&06&izh&eSfV ªd Nk=o`fRr mi 'kh"k Z&06&izh&eSfV ªd Nk=o`fRr / Pre-matric Scholarship for OBCs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S222503796060650 ——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
Pre-matric Scholarship for OBCs ——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68,54,015      11,90,00,000      20,04,23,000      11,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3&fiNM+s oxksZ a dk dY;k.k ;ksx mi&eq[; 'kh"kZ&03&fiNM+s oxksZ a dk dY;k.k ;ksx mi&eq[; 'kh"kZ&03&fiNM+s oxksZ a dk dY;k.k ;ksx mi&eq[; 'kh"kZ&03&fiNM+s oxksZ a dk dY;k.k ;ksx mi&eq[; 'kh"kZ&03&fiNM+s oxksZ a dk dY;k.k /
WELFARE OF BACKWARD CLASSES         68,54,015      21,50,00,000      44,64,23,000      2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25&vuqlwfpr tkfr;ks a] vuqlwfpr tutkfr;ks a rFkkdqy ;ksx&2225&vuqlwfpr tkfr;ks a] vuqlwfpr tutkfr;ks a rFkkdqy ;ksx&2225&vuqlwfpr tkfr;ks a] vuqlwfpr tutkfr;ks a rFkkdqy ;ksx&2225&vuqlwfpr tkfr;ks a] vuqlwfpr tutkfr;ks a rFkkdqy ;ksx&2225&vuqlwfpr tkfr;ks a] vuqlwfpr tutkfr;ks a rF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41,77,07,394    1,51,70,90,000    1,86,88,00,000    1,28,28,9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52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 Caste, Schedule Tribe and Other Backwords Classes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21&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mi 'kh"k Z&21&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mi 'kh"k Z&21&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mi 'kh"k Z&21&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mi 'kh"k Z&21&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 Construction scheme of the Babu Jagjivan Ram Girls Hostel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422501789210545 —— —— ——       5,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1&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ksx mi 'kh"kZ&21&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ksx mi 'kh"kZ&21&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ksx mi 'kh"kZ&21&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ksx mi 'kh"kZ&21&ckcq txthou jke ckfydk Nk=kokl fuekZ.k ;kstuk /

Construction scheme of the Babu Jagjivan Ram Girls Hostels —— —— ——       5,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       5,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 —— ——       5,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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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 Caste, Schedule Tribe and Other Backwords Classes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
Hostels for Boys & Girls of Scheduled Tribe in the Extremist Affected Area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422502277400545 —— —— ——       2,4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
Hostels for Boys & Girls of Scheduled Tribe in the Extremist Affected Areas —— —— ——       2,4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 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 Hostel Construction for Scheduled Tribe Girl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422502277410545 —— —— ——       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
Hostel Construction for Scheduled Tribe Girls —— —— ——       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 EDUCATION —— —— ——       4,9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39&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39&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39&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39&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mi 'kh"kZ&39&mxzokn izHkkfor {ks=ks 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 Asram Schools for Naxal Affected Area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422502796390545 —— —— ——       6,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9&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39&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39&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39&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ksx mi 'kh"kZ&39&mxzokn izHkkfor {ks=ksa esa vkJe fo|ky; dh LFkkiuk /
Asram Schools for Naxal Affected Area —— —— ——       6,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
Hostels for Boys & Girls of Scheduled Tribe in the Extremist Affected Area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422502796400545 —— —— ——       3,6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ksx mi 'kh"kZ&40&mxzokn izHkkfor {ks=ksa ds vuqlwfpr tutkfr ckyd&ckfydk Nk=kokl /
Hostels for Boys & Girls of Scheduled Tribe in the Extremist Affected Areas —— —— ——       3,6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mi 'kh"k 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 Z.k / Hostel Construction for Scheduled Tribe Girls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S422502796410545 —— —— ——       3,7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ksx mi 'kh"kZ&41&vuqlwfpr tutkfr ckfydk Nk=kokl fuekZ.k /
Hostel Construction for Scheduled Tribe Girls —— —— ——       3,7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 ——      13,4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 —— ——      18,3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dqy ;ksx&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dqy ;ksx&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dqy ;ksx&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dqy ;ksx&4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fiNM+s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fiNM+s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fiNM+s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fiNM+s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 Caste, Schedule Tribe and
Other Backwords Classes —— —— ——      23,4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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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51&dY;k.k foHkkxek¡x la[;k  & 51&dY;k.k foHkkxek¡x la[;k  & 51&dY;k.k foHkkxek¡x la[;k  & 51&dY;k.k foHkkxek¡x la[;k  & 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23,42,00,000
50 &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28,50,00,000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99,78,9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1,51,70,9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55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3&eRL; / Fishery
eq[; 'kh"kZ&4405&eNyh&iky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FISHERIES

y?kq 'kh"kZ&101&vUrns Z'kh; eNyh&ikyu y?kq 'kh"kZ&101&vUrns Z'kh; eNyh&ikyu y?kq 'kh"kZ&101&vUrns Z'kh; eNyh&ikyu y?kq 'kh"kZ&101&vUrns Z'kh; eNyh&ikyu y?kq 'kh"kZ&101&vUrns Z'kh; eNyh&ikyu  / INLAND FISHERIES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Central Scheme-50:State Scheme-50)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FOR WELFARE OF FISHERMEN [9986]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3S440500101020545 —— —— ——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Central Scheme-50:State Scheme-50) —— —— ——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vUrnsZ'kh; eNyh&ikyu;ksx y?kq 'kh"kZ&101&vUrnsZ'kh; eNyh&ikyu;ksx y?kq 'kh"kZ&101&vUrnsZ'kh; eNyh&ikyu;ksx y?kq 'kh"kZ&101&vUrnsZ'kh; eNyh&ikyu;ksx y?kq 'kh"kZ&101&vUrnsZ'kh; eNyh&ikyu / INLAND FISHERIES —— —— ——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2&eNqvkjks 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mi 'kh"kZ&02&eNqvkjks 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mi 'kh"kZ&02&eNqvkjks 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mi 'kh"kZ&02&eNqvkjks 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mi 'kh"kZ&02&eNqvkjks 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Central Scheme-50:State Scheme-50)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FOR WELFARE OF FISHERMEN [9986]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3S440500789020545 ——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eNqvkjks 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ksx mi 'kh"kZ&02&eNqvkjks 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ksx mi 'kh"kZ&02&eNqvkjks 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ksx mi 'kh"kZ&02&eNqvkjks 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ksx mi 'kh"kZ&02&eNqvkjks 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¼dsUnzka'k&50 % jkT;ka'k&50½¼dsUnzka'k&50 % jkT;ka'k&50½¼dsUnzka'k&50 % jkT;ka'k&50½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Central Scheme-50:State Scheme-50) ——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Central Scheme-50:State Scheme-50)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FOR WELFARE OF FISHERMEN [9986]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3S440500796020545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Central Scheme-50:State Scheme-50)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405&eNyh&ikyu ij iwathxr ifjO;;dqy ;ksx&4405&eNyh&ikyu ij iwathxr ifjO;;dqy ;ksx&4405&eNyh&ikyu ij iwathxr ifjO;;dqy ;ksx&4405&eNyh&ikyu ij iwathxr ifjO;;dqy ;ksx&4405&eNyh&iky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FISHERIES —— —— ——      1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56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53&eRL;ek¡x la[;k  & 53&eRL;ek¡x la[;k  & 53&eRL;ek¡x la[;k  & 53&eRL;ek¡x la[;k  & 53&eRL; / Fishery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16,00,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16,00,0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57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kh"kZ&02&ek/;fed f'k{kkmi&eq[; 'kh"kZ&02&ek/;fed f'k{kkmi&eq[; 'kh"kZ&02&ek/;fed f'k{kkmi&eq[; 'kh"kZ&02&ek/;fed f'k{kkmi&eq[; 'kh"kZ&02&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y?kq 'kh"k Z&109&jktdh; ekF;fed fo|ky; y?kq 'kh"k Z&109&jktdh; ekF;fed fo|ky; y?kq 'kh"k Z&109&jktdh; ekF;fed fo|ky; y?kq 'kh"k Z&109&jktdh; ekF;fed fo|ky; y?kq 'kh"k Z&109&jktdh; ekF;fed fo|ky;  /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8S220202109020759 ——         17,02,000         17,02,000         6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         17,02,000         17,02,000         6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9&jktdh; ekF;fed fo|ky;;ksx y?kq 'kh"kZ&109&jktdh; ekF;fed fo|ky;;ksx y?kq 'kh"kZ&109&jktdh; ekF;fed fo|ky;;ksx y?kq 'kh"kZ&109&jktdh; ekF;fed fo|ky;;ksx y?kq 'kh"kZ&109&jktdh; ekF;fed fo|ky; /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         17,02,000         17,02,000         6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8S220202789020759 ——          6,98,000          6,98,000         2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          6,98,000          6,98,000         2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6,98,000          6,98,000         2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mi 'kh"k Z&02&jk"V ªh; es?kk Nk=o`fRr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8S220202796020759 ——         19,65,000         19,65,000         3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         19,65,000         19,65,000         3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19,65,000         19,65,000         3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ek/;fed f'k{kk;ksx mi&eq[; 'kh"kZ&02&ek/;fed f'k{kk;ksx mi&eq[; 'kh"kZ&02&ek/;fed f'k{kk;ksx mi&eq[; 'kh"kZ&02&ek/;fed f'k{kk;ksx mi&eq[; 'kh"kZ&02&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         43,65,000         43,65,000       1,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02&lkekU; f'k{kkdqy ;ksx&2202&lkekU; f'k{kkdqy ;ksx&2202&lkekU; f'k{kkdqy ;ksx&2202&lkekU; f'k{kkdqy ;ksx&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         43,65,000         43,65,000       1,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58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58&ek/;fed f'k{kkek¡x la[;k  & 58&ek/;fed f'k{kkek¡x la[;k  & 58&ek/;fed f'k{kkek¡x la[;k  & 58&ek/;fed f'k{kkek¡x la[;k  & 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1,25,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1,25,0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59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mi&eq[; 'kh"kZ&02&lekt dY;k.kmi&eq[; 'kh"kZ&02&lekt dY;k.kmi&eq[; 'kh"kZ&02&lekt dY;k.kmi&eq[; 'kh"kZ&02&lekt dY;k.k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102&cky dY;k.k y?kq 'kh"kZ&102&cky dY;k.k y?kq 'kh"kZ&102&cky dY;k.k y?kq 'kh"kZ&102&cky dY;k.k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 / Kishori Shakti Yojana (KSY)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2 vU; iz'kklfud O;; / O.A.E. 60S223502102550322 ——         90,00,000         90,00,000         6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 / Kishori Shakti Yojana (KSY) ——         90,00,000         90,00,000         6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cky dY;k.k y?kq 'kh"kZ&102&cky dY;k.k y?kq 'kh"kZ&102&cky dY;k.k y?kq 'kh"kZ&102&cky dY;k.k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kkLDrh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kkLDrh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kkLDrh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kkLDrh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kkLDrh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 /

Rajiv Gandhi Sch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 New Scheme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60S223502102580321         57,00,000       1,62,00,000       1,62,00,000       1,7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kkLDrh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kkLDrh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kkLDrh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kkLDrh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kkLDrh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 /

Rajiv Gandhi Sch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 New Scheme         57,00,000       1,62,00,000       1,62,00,000       1,7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cky dY;k.k;ksx y?kq 'kh"kZ&102&cky dY;k.k;ksx y?kq 'kh"kZ&102&cky dY;k.k;ksx y?kq 'kh"kZ&102&cky dY;k.k;ksx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57,00,000       2,52,00,000       2,52,00,000       2,4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efgyk dY;k.ky?kq 'kh"kZ&103&efgyk dY;k.ky?kq 'kh"kZ&103&efgyk dY;k.ky?kq 'kh"kZ&103&efgyk dY;k.ky?kq 'kh"kZ&103&efgyk dY;k.k / WOMEN'S WELFARE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 / Bima Yojna for AWW / AWH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49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60S223502103860649 ——         37,00,000         3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ksx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ksx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ksx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ksx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 /

Bima Yojna for AWW / AWH ——         37,00,000         3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3&efgyk dY;k.k;ksx y?kq 'kh"kZ&103&efgyk dY;k.k;ksx y?kq 'kh"kZ&103&efgyk dY;k.k;ksx y?kq 'kh"kZ&103&efgyk dY;k.k;ksx y?kq 'kh"kZ&103&efgyk dY;k.k / WOMEN'S WELFARE ——         37,00,000         3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 / Kishori Shakti Yojana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2 vU; iz'kklfud O;; / O.A.E. 60S223502789550322 ——         24,00,000         24,00,000         1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 / Kishori Shakti Yojana ——         24,00,000         24,00,000         1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60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mi&eq[; 'kh"kZ&02&lekt dY;k.k mi&eq[; 'kh"kZ&02&lekt dY;k.k mi&eq[; 'kh"kZ&02&lekt dY;k.k mi&eq[; 'kh"kZ&02&lekt dY;k.k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mi 'kh"k 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mi 'kh"k 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mi 'kh"k 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mi 'kh"k 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ojana (IGMSY)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49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60S223502789570649         23,62,600       1,00,00,000       1,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ksx mi 'kh"k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ksx mi 'kh"k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ksx mi 'kh"k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ksx mi 'kh"k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ojana (IGMSY)         23,62,600       1,00,00,000       1,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 /

Rajiv Gandhi Sch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 New Scheme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60S223502789580321 ——         44,00,000         44,00,000         4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jktho xka/kh ;kstuk&lcykjktho xka/kh ;kstuk&lcykjktho xka/kh ;kstuk&lcykjktho xka/kh ;kstuk&lcyk /

Rajiv Gandhi Sch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 New Scheme ——         44,00,000         44,00,000         4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23,62,600       1,68,00,000       1,68,00,000         6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mi 'kh"k Z&55&fd'kk sjh 'kfDr ;kstuk / Kishori Shakti Yojana (KSY)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2 vU; iz'kklfud O;; / O.A.E. 60S223502796550322 ——       1,06,00,000       1,06,00,000         7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ksx mi 'kh"kZ&55&fd'kksjh 'kfDr ;kstuk /Kishori Shakti Yojana (KSY) ——       1,06,00,000       1,06,00,000         7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mi 'kh"k Z&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mi 'kh"k Z&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mi 'kh"k Z&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mi 'kh"k Z&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ojana (IGNSY)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60S223502796570108 ——         12,60,000         12,60,000 ——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49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60S223502796570649       2,84,04,093       7,87,40,000       7,87,4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ksx mi 'kh"kZ&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ksx mi 'kh"kZ&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ksx mi 'kh"kZ&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ksx mi 'kh"kZ&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ojana (IGNSY)       2,84,04,093       8,00,00,000       8,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61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mi&eq[; 'kh"kZ&02&lekt dY;k.k mi&eq[; 'kh"kZ&02&lekt dY;k.k mi&eq[; 'kh"kZ&02&lekt dY;k.k mi&eq[; 'kh"kZ&02&lekt dY;k.k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 /

Rajiv Gandhi Sch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 New Scheme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60S223502796580321       1,32,84,350       1,90,00,000       1,90,00,000       2,0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ksx mi 'kh"kZ&58&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 /

Rajiv Gandhi Sch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 New Scheme       1,32,84,350       1,90,00,000       1,90,00,000       2,0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61&efgykvks a ds fy, jkT; lalk/ku dsUnz dk lapkyumi 'kh"kZ&61&efgykvks a ds fy, jkT; lalk/ku dsUnz dk lapkyumi 'kh"kZ&61&efgykvks a ds fy, jkT; lalk/ku dsUnz dk lapkyumi 'kh"kZ&61&efgykvks a ds fy, jkT; lalk/ku dsUnz dk lapkyumi 'kh"kZ&61&efgykvks a ds fy, jkT; lalk/ku dsUnz dk lapkyu / State Resource Centre for Women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60S223502796610108 ——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0S223502796610679 ——          5,00,000          5,00,000          7,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1&efgykvksa ds fy, jkT; lalk/ku dsUnz dk lapkyu;ksx mi 'kh"kZ&61&efgykvksa ds fy, jkT; lalk/ku dsUnz dk lapkyu;ksx mi 'kh"kZ&61&efgykvksa ds fy, jkT; lalk/ku dsUnz dk lapkyu;ksx mi 'kh"kZ&61&efgykvksa ds fy, jkT; lalk/ku dsUnz dk lapkyu;ksx mi 'kh"kZ&61&efgykvksa ds fy, jkT; lalk/ku dsUnz dk lapkyu /

State Resource Centre for Women ——         17,00,000         17,00,000         1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2&jkT; ifj;kstuk lgk;d bZdkbZmi 'kh"k Z&62&jkT; ifj;kstuk lgk;d bZdkbZmi 'kh"k Z&62&jkT; ifj;kstuk lgk;d bZdkbZmi 'kh"k Z&62&jkT; ifj;kstuk lgk;d bZdkbZmi 'kh"k Z&62&jkT; ifj;kstuk lgk;d bZdkbZ / State Project Support Unit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EMPOWERMENT OF WOMEN WCD [1378]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60S223502796620108 ——         13,80,000         13,80,000         13,80,000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0S223502796620679 ——         30,20,000         30,20,000         34,2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2&jkT; ifj;kstuk lgk;d bZdkbZ;ksx mi 'kh"kZ&62&jkT; ifj;kstuk lgk;d bZdkbZ;ksx mi 'kh"kZ&62&jkT; ifj;kstuk lgk;d bZdkbZ;ksx mi 'kh"kZ&62&jkT; ifj;kstuk lgk;d bZdkbZ;ksx mi 'kh"kZ&62&jkT; ifj;kstuk lgk;d bZdkbZ / State Project Support Unit ——         44,00,000         44,00,000         4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dsUnzh; {ks= dh ;kstuk / CENTRAL  SECTOR SCHEMES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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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mi&eq[; 'kh"kZ&02&lekt dY;k.kmi&eq[; 'kh"kZ&02&lekt dY;k.kmi&eq[; 'kh"kZ&02&lekt dY;k.kmi&eq[; 'kh"kZ&02&lekt dY;k.k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 / Bima Yojna for AWW / AWH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49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60S223502796860649 ——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ksx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ksx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ksx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ksx mi 'kh"kZ&86&vk-xuckM+h lsfodk @ lgkf;dk ds fy, chek ;kstuk /

Bima Yojna for AWW / AWH ——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91&iw.kZ 'kfDr dsUnz dh LFkkiuk ¼ihO,lOdsO½ ¼jk"V¦h; efgyk l'kfDrdj.k fe'ku ds vUrxZr½mi 'kh"kZ&91&iw.kZ 'kfDr dsUnz dh LFkkiuk ¼ihO,lOdsO½ ¼jk"V¦h; efgyk l'kfDrdj.k fe'ku ds vUrxZr½mi 'kh"kZ&91&iw.kZ 'kfDr dsUnz dh LFkkiuk ¼ihO,lOdsO½ ¼jk"V¦h; efgyk l'kfDrdj.k fe'ku ds vUrxZr½mi 'kh"kZ&91&iw.kZ 'kfDr dsUnz dh LFkkiuk ¼ihO,lOdsO½ ¼jk"V¦h; efgyk l'kfDrdj.k fe'ku ds vUrxZr½mi 'kh"kZ&91&iw.kZ 'kfDr dsUnz dh LFkkiuk ¼ihO,lOdsO½ ¼jk"V¦h; efgyk l'kfDrdj.k fe'ku ds vUrxZr½ /

Establishment  of Poorna Shakti Kendra (PSK) [Under National Mission for Empowerment of Women]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60S223502796910315 —— —— ——            60,000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60S223502796910321 —— —— ——          3,50,000

22 vU; iz'kklfud O;; / O.A.E. 60S223502796910322 —— —— ——         11,00,000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0S223502796910679 —— —— ——         23,01,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60S223502796910759 —— —— ——          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1&iw.kZ 'kfDr dsUnz dh LFkkiuk ¼ihO,lOdsO½;ksx mi 'kh"kZ&91&iw.kZ 'kfDr dsUnz dh LFkkiuk ¼ihO,lOdsO½;ksx mi 'kh"kZ&91&iw.kZ 'kfDr dsUnz dh LFkkiuk ¼ihO,lOdsO½;ksx mi 'kh"kZ&91&iw.kZ 'kfDr dsUnz dh LFkkiuk ¼ihO,lOdsO½;ksx mi 'kh"kZ&91&iw.kZ 'kfDr dsUnz dh LFkkiuk ¼ihO,lOdsO½

¼jk"V¦h; efgyk l'kfDrdj.k fe'ku ds vUrxZr½¼jk"V¦h; efgyk l'kfDrdj.k fe'ku ds vUrxZr½¼jk"V¦h; efgyk l'kfDrdj.k fe'ku ds vUrxZr½¼jk"V¦h; efgyk l'kfDrdj.k fe'ku ds vUrxZr½¼jk"V¦h; efgyk l'kfDrdj.k fe'ku ds vUrxZr½ /

Establishment  of Poorna Shakti Kendra (PSK)

[Under National Mission for Empowerment of Women] —— —— ——         40,1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4,16,88,443      11,97,00,000      11,97,00,000       3,93,1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lekt dY;k.k;ksx mi&eq[; 'kh"kZ&02&lekt dY;k.k;ksx mi&eq[; 'kh"kZ&02&lekt dY;k.k;ksx mi&eq[; 'kh"kZ&02&lekt dY;k.k;ksx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4,97,51,043      16,54,00,000      16,54,00,000       7,02,1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dqy ;ksx&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dqy ;ksx&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dqy ;ksx&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dqy ;ksx&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4,97,51,043      16,54,00,000      16,54,00,000       7,02,1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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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ek¡x la[;k  & 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ek¡x la[;k  & 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ek¡x la[;k  & 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ek¡x la[;k  & 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ek¡x la[;k  & 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08 &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25,80,000
15 &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60,000
21 &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4,38,50,000
22 & vU; iz'kklfud O;; / O.A.E.        1,71,00,000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2,00,000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4,21,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7,02,11,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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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jkf'k@jkf'k@jkf'k@jkf'k@jkf'k@Amount (#i;s esa#i;s esa#i;s esa#i;s esa#i;s esa / In Rupees)

01 & osru / Salary     1,21,58,25,000
03 & etnwjh / Wages        4,00,00,000
07 &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1,00,00,000
08 &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1,89,00,000
09 & ekuns; / Honorarium       18,39,74,000
10 &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20,02,000
12 & ,y- Vh- lh- / L.T.C.           3,41,000
13 &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3,38,25,000
15 &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1,55,43,000
16 &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15,04,000
17 &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6,82,03,000
18 & izdk'ku / Publication           4,50,000
19 & eqnz.k / Printing          44,00,000
21 &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4,38,50,000
22 & vU; iz'kklfud O;; / O.A.E.        1,71,00,000
23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5,87,60,000
26 & ih-vks-,y- / P.O.L.          13,50,000
32 & iqLrdky; / Library           5,00,000
34 & onhZ / Uniform          16,44,000
35 &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6,00,000
36 &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5,57,000
37 &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29,01,000
42 &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35,50,000
43 &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12,000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1,25,12,00,000
50 &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20,53,000
54 &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8,15,00,000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1,30,98,46,000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4,21,000
83 & 15-11-2000 ds ckn dk cdk;k osru / Arrear Pay after 15.11.2000        2,25,72,000
84 & LFkkukUrj.k ;k=k O;; / Transfer Travel Expenditure             50,000
85 & fpfdRlk izfriwfÙkZ / Medical Reimbursement           2,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5,10,96,33,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ckg~; lEiksf"kr ;kstukckg~; lEiksf"kr ;kstukckg~; lEiksf"kr ;kstukckg~; lEiksf"kr ;kstukckg~; lEiksf"kr ;kstuk
EXTERNALLY AIDED SCHEMES



 



mica/k/
Allocation

i`"B la[;k/ 
Page No.

19 ou ,oa i;kZoj.k foHkkx / Forest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2406 - okfudh rFkk oU; izk.kh / FORESTRY AND 
WILD LIFE 100000000 65

43 foKku ,oa izkoSf/kdh foHkkx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2203 - rduhdh f'k{kk  / TECHNICAL EDUCATION
30000000 66

48 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2217 - 'kgjh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200000000 67

49 Tky lalk/ku foHkkx /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4700 - e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MAJOR  IRRIGATION 1250000000 68

51 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2225 - 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9000000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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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19&ou ,oa i;kZoj.k foHkkx / Forest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 FORESTRY AND WILD LIFE

mi&eq[; 'kh"kZ&04&ou 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mi&eq[; 'kh"kZ&04&ou 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mi&eq[; 'kh"kZ&04&ou 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mi&eq[; 'kh"kZ&04&ou 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mi&eq[; 'kh"kZ&04&ou 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 AFFORSTATION AND ECOLOGY DEVELOPMENT
y?k q 'kh"k Z&101&jk"V ªh; oujk 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dk;ZØey?k q 'kh"k Z&101&jk"V ªh; oujk 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dk;ZØey?k q 'kh"k Z&101&jk"V ªh; oujk 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dk;ZØey?k q 'kh"k Z&101&jk"V ªh; oujk 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dk;ZØey?k q 'kh"k Z&101&jk"V ªh; oujk 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dk;ZØe /
NATIONAL AFFORSTATION AND EC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MES
mi 'kh"kZ&01&tkbZdk&vks-Mh-,- laiksf"kr izkstsDV QkWj ,MokalesaV vkWQ ykboyhgqM ,.M QkWjsLVªh QkWj bdksykWftdy flD;ksfjVh ¼iykl½ mi 'kh"kZ&01&tkbZdk&vks-Mh-,- laiksf"kr izkstsDV QkWj ,MokalesaV vkWQ ykboyhgqM ,.M QkWjsLVªh QkWj bdksykWftdy flD;ksfjVh ¼iykl½ mi 'kh"kZ&01&tkbZdk&vks-Mh-,- laiksf"kr izkstsDV QkWj ,MokalesaV vkWQ ykboyhgqM ,.M QkWjsLVªh QkWj bdksykWftdy flD;ksfjVh ¼iykl½ mi 'kh"kZ&01&tkbZdk&vks-Mh-,- laiksf"kr izkstsDV QkWj ,MokalesaV vkWQ ykboyhgqM ,.M QkWjsLVªh QkWj bdksykWftdy flD;ksfjVh ¼iykl½ mi 'kh"kZ&01&tkbZdk&vks-Mh-,- laiksf"kr izkstsDV QkWj ,MokalesaV vkWQ ykboyhgqM ,.M QkWjsLVªh QkWj bdksykWftdy flD;ksfjVh ¼iykl½ /

JICA-ODA aided Project for Advancement of Livelihood & Forestry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PALAS)

State Scheme  -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ODA) AIDED PROJECT FOR ADVANCEMENT OF

LIVELIHOOD - FORESTRY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PALAS)(0513)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3 etnwjh / Wages 19S240604101010103 ——         50,00,000 ——       8,00,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S240604101010323 ——       3,50,00,000 ——       1,00,00,000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19S240604101010335 ——       1,00,00,000          1,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tkbZdk&vks-Mh-,- laiksf"kr izkstsDV QkWj ,MokalesaV vkWQ;ksx mi 'kh"kZ&01&tkbZdk&vks-Mh-,- laiksf"kr izkstsDV QkWj ,MokalesaV vkWQ;ksx mi 'kh"kZ&01&tkbZdk&vks-Mh-,- laiksf"kr izkstsDV QkWj ,MokalesaV vkWQ;ksx mi 'kh"kZ&01&tkbZdk&vks-Mh-,- laiksf"kr izkstsDV QkWj ,MokalesaV vkWQ;ksx mi 'kh"kZ&01&tkbZdk&vks-Mh-,- laiksf"kr izkstsDV QkWj ,MokalesaV vkWQ

ykboyhgqM ,.M QkWjsLVªh QkWj bdksykWftdy flD;ksfjVh ¼iykl½ ykboyhgqM ,.M QkWjsLVªh QkWj bdksykWftdy flD;ksfjVh ¼iykl½ ykboyhgqM ,.M QkWjsLVªh QkWj bdksykWftdy flD;ksfjVh ¼iykl½ ykboyhgqM ,.M QkWjsLVªh QkWj bdksykWftdy flD;ksfjVh ¼iykl½ ykboyhgqM ,.M QkWjsLVªh QkWj bdksykWftdy flD;ksfjVh ¼iykl½ /

JICA-ODA aided Project for Advancement of Livelihood & Forestry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PALAS) ——       5,00,00,000          1,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jk"Vªh; ou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dk;ZØe ;ksx y?kq 'kh"kZ&101&jk"Vªh; ou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dk;ZØe ;ksx y?kq 'kh"kZ&101&jk"Vªh; ou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dk;ZØe ;ksx y?kq 'kh"kZ&101&jk"Vªh; ou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dk;ZØe ;ksx y?kq 'kh"kZ&101&jk"Vªh; ou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dk;ZØe /
NATIONAL AFFORSTATION AND EC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MES ——       5,00,00,000          1,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4&ou 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ksx mi&eq[; 'kh"kZ&04&ou 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ksx mi&eq[; 'kh"kZ&04&ou 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ksx mi&eq[; 'kh"kZ&04&ou 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ksx mi&eq[; 'kh"kZ&04&ou jksi.k rFkk ikfjfLFkfrdh fodkl /

AFFORSTATION AND ECOLOGY DEVELOPMENT ——       5,00,00,000          1,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

FORESTRY AND WILD LIFE ——       5,00,00,000          1,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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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43&foKku ,oa izkoSf/kdh foHkkx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eq[; 'kh"kZ&2203&rduhdh f'k{kk  / TECHNICAL EDUC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

70 percent grants-in-aid for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programme in technical education under externally aided scheme (70:30)

State Scheme  - TECHNICAL EDUC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ME (TEQIP)(0624)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3S220300796470679         73,45,000         78,00,000         78,00,000         78,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ksx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ksx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ksx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ksx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

70 percent grants-in-aid for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programme in

technical education under externally aided scheme (70:30)         73,45,000         78,00,000         78,00,000         7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73,45,000         78,00,000         78,00,000         7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

70 percent grants-in-aid for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programme in technical education under externally aided Scheme (70:30)

State Scheme  - TECHNICAL EDUC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ME (TEQIP)(0624)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3S220300800470679       2,09,05,000       2,22,00,000       2,22,00,000       2,22,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ksx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ksx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ksx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ksx mi 'kh"kZ&47&ckg~; laiksf"kr ;kstukUrxZr rduhdh f'k{kk esa xq.kkRed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lq/kkj dk;ZØe&lgk;d vuqnku /

70 percent grants-in-aid for qualitative improvement programme in

technical education under externally aided Scheme (70:30)       2,09,05,000       2,22,00,000       2,22,00,000       2,2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2,09,05,000       2,22,00,000       2,22,00,000       2,2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03&rduhdh f'k{kk dqy ;ksx&2203&rduhdh f'k{kk dqy ;ksx&2203&rduhdh f'k{kk dqy ;ksx&2203&rduhdh f'k{kk dqy ;ksx&2203&rduhdh f'k{kk / TECHNICAL EDUCATION       2,82,5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ckg~; lEiksf"kr ;kstuk   ckg~; lEiksf"kr ;kstuk   ckg~; lEiksf"kr ;kstuk   ckg~; lEiksf"kr ;kstuk   ckg~; lEiksf"kr ;kstuk / EXTERNALLY  AIDED SCHEMES

67

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2012&2013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2013&2014 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2014&2015

`̀̀̀̀ `̀̀̀̀                `̀̀̀̀                          `̀̀̀̀

ek¡x la[;k&48&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17&'kgjh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ABL AREAS SUB-PLAN
mi 'kh"kZ&67&okg~; lEiksf'kr jkaph flojst&Msªust ,oa buj ldwZyj jksM ;kstukvksa gsrq vuqnku mi 'kh"kZ&67&okg~; lEiksf'kr jkaph flojst&Msªust ,oa buj ldwZyj jksM ;kstukvksa gsrq vuqnku mi 'kh"kZ&67&okg~; lEiksf'kr jkaph flojst&Msªust ,oa buj ldwZyj jksM ;kstukvksa gsrq vuqnku mi 'kh"kZ&67&okg~; lEiksf'kr jkaph flojst&Msªust ,oa buj ldwZyj jksM ;kstukvksa gsrq vuqnku mi 'kh"kZ&67&okg~; lEiksf'kr jkaph flojst&Msªust ,oa buj ldwZyj jksM ;kstukvksa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EAP Ranchi Sewerage-Drainage & Inner Circular Road Schemes

State Scheme  - RANCHI SEWERAGE -DRAINAGE - INNER CIRCULAR ROAD SCHEMES(0855)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S221780796670679 —— —— ——      20,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7&okg~; lEiksf'kr jkaph flojst&Msªust ,oa buj ldwZyj jksM;ksx mi 'kh"kZ&67&okg~; lEiksf'kr jkaph flojst&Msªust ,oa buj ldwZyj jksM;ksx mi 'kh"kZ&67&okg~; lEiksf'kr jkaph flojst&Msªust ,oa buj ldwZyj jksM;ksx mi 'kh"kZ&67&okg~; lEiksf'kr jkaph flojst&Msªust ,oa buj ldwZyj jksM;ksx mi 'kh"kZ&67&okg~; lEiksf'kr jkaph flojst&Msªust ,oa buj ldwZyj jksM

;kstukvksa gsrq vuqnku ;kstukvksa gsrq vuqnku ;kstukvksa gsrq vuqnku ;kstukvksa gsrq vuqnku ;kstukvksa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EAP Ranchi Sewerage-Drainage &

Inner Circular Road Schemes —— —— ——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ABL AREAS SUB-PLAN —— —— ——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 —— ——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17&'kgjh fodkl dqy ;ksx&2217&'kgjh fodkl dqy ;ksx&2217&'kgjh fodkl dqy ;ksx&2217&'kgjh fodkl dqy ;ksx&2217&'kgjh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 —— ——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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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x la[;k&49&Tky lalk/ku foHkkx /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eq[; 'kh"kZ&4700&e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MAJOR  IRRIGATION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1&Lo.kZ js[kk ifj;kstuk ¼mM+hlk@if'pe caxky dh 'ks;j jkf'k½ mi 'kh"k Z&11&Lo.kZ js[kk ifj;kstuk ¼mM+hlk@if'pe caxky dh 'ks;j jkf'k½ mi 'kh"k Z&11&Lo.kZ js[kk ifj;kstuk ¼mM+hlk@if'pe caxky dh 'ks;j jkf'k½ mi 'kh"k Z&11&Lo.kZ js[kk ifj;kstuk ¼mM+hlk@if'pe caxky dh 'ks;j jkf'k½ mi 'kh"k Z&11&Lo.kZ js[kk ifj;kstuk ¼mM+hlk@if'pe caxky dh 'ks;j jkf'k½ / Swarnarekha Project (Orissa/West Bengal Share)

State Scheme  - ODISHA/ WEST BANGAL SHARE IN SUBERNAREKHA MULTIPURPOSE PROJECT(0810)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49S470080796110545             1,270    1,30,00,00,000      90,00,00,000    1,2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Lo.kZ js[kk ifj;kstuk ¼mM+hlk@if'pe caxky dh 'ks;j jkf'k½ ;ksx mi 'kh"kZ&11&Lo.kZ js[kk ifj;kstuk ¼mM+hlk@if'pe caxky dh 'ks;j jkf'k½ ;ksx mi 'kh"kZ&11&Lo.kZ js[kk ifj;kstuk ¼mM+hlk@if'pe caxky dh 'ks;j jkf'k½ ;ksx mi 'kh"kZ&11&Lo.kZ js[kk ifj;kstuk ¼mM+hlk@if'pe caxky dh 'ks;j jkf'k½ ;ksx mi 'kh"kZ&11&Lo.kZ js[kk ifj;kstuk ¼mM+hlk@if'pe caxky dh 'ks;j jkf'k½ /

Swarnarekha Project (Orissa/West Bengal Share)             1,270    1,30,00,00,000      90,00,00,000    1,2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1,270    1,30,00,00,000      90,00,00,000    1,2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80&lkekU;;ksx mi&eq[; 'kh"kZ&80&lkekU;;ksx mi&eq[; 'kh"kZ&80&lkekU;;ksx mi&eq[; 'kh"kZ&80&lkekU;;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1,270    1,30,00,00,000      90,00,00,000    1,2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700&e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dqy ;ksx&4700&e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dqy ;ksx&4700&e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dqy ;ksx&4700&e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dqy ;ksx&4700&e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MAJOR  IRRIGATION             1,270    1,30,00,00,000      90,00,00,000    1,2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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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52&f'k{kk & >kj[k.M vkfnoklh fodkl dk;ZØe ¼ckg~; lEiksf"kr ifj;kstuk½ ds fy, vuqnku mi 'kh"kZ&52&f'k{kk & >kj[k.M vkfnoklh fodkl dk;ZØe ¼ckg~; lEiksf"kr ifj;kstuk½ ds fy, vuqnku mi 'kh"kZ&52&f'k{kk & >kj[k.M vkfnoklh fodkl dk;ZØe ¼ckg~; lEiksf"kr ifj;kstuk½ ds fy, vuqnku mi 'kh"kZ&52&f'k{kk & >kj[k.M vkfnoklh fodkl dk;ZØe ¼ckg~; lEiksf"kr ifj;kstuk½ ds fy, vuqnku mi 'kh"kZ&52&f'k{kk & >kj[k.M vkfnoklh fodkl dk;ZØe ¼ckg~; lEiksf"kr ifj;kstuk½ ds fy, vuqnku /

Education - Grants for Jharkhand Trib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JTDP/JTELP (EAP-EXTERNAL AID)(0929)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1S222502796520679 —— —— ——       5,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2&f'k{kk & >kj[k.M vkfnoklh fodkl dk;ZØe;ksx mi 'kh"kZ&52&f'k{kk & >kj[k.M vkfnoklh fodkl dk;ZØe;ksx mi 'kh"kZ&52&f'k{kk & >kj[k.M vkfnoklh fodkl dk;ZØe;ksx mi 'kh"kZ&52&f'k{kk & >kj[k.M vkfnoklh fodkl dk;ZØe;ksx mi 'kh"kZ&52&f'k{kk & >kj[k.M vkfnoklh fodkl dk;ZØe

¼ckg~; lEiksf"kr ifj;kstuk½ ds fy, vuqnku ¼ckg~; lEiksf"kr ifj;kstuk½ ds fy, vuqnku ¼ckg~; lEiksf"kr ifj;kstuk½ ds fy, vuqnku ¼ckg~; lEiksf"kr ifj;kstuk½ ds fy, vuqnku ¼ckg~; lEiksf"kr ifj;kstuk½ ds fy, vuqnku /

Education - Grants for Jharkhand Trib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83&>kj[k.M VªkbZcy bEikojes aV ,.M ykboyhgqM izk stsDV mi 'kh"k Z&83&>kj[k.M VªkbZcy bEikojes aV ,.M ykboyhgqM izk stsDV mi 'kh"k Z&83&>kj[k.M VªkbZcy bEikojes aV ,.M ykboyhgqM izk stsDV mi 'kh"k Z&83&>kj[k.M VªkbZcy bEikojes aV ,.M ykboyhgqM izk stsDV mi 'kh"k Z&83&>kj[k.M VªkbZcy bEikojes aV ,.M ykboyhgqM izk stsDV / Grants for Jharkhand Tribal Empowerment and  Livelihood Project

State Scheme  - JTDP/JTELP (EAP-EXTERNAL AID)(0929)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1S222502796830679 ——       5,00,00,000       5,00,00,000       4,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3&>kj[k.M VªkbZcy bEikojesaV ,.M ykboyhgqM izkstsDV ;ksx mi 'kh"kZ&83&>kj[k.M VªkbZcy bEikojesaV ,.M ykboyhgqM izkstsDV ;ksx mi 'kh"kZ&83&>kj[k.M VªkbZcy bEikojesaV ,.M ykboyhgqM izkstsDV ;ksx mi 'kh"kZ&83&>kj[k.M VªkbZcy bEikojesaV ,.M ykboyhgqM izkstsDV ;ksx mi 'kh"kZ&83&>kj[k.M VªkbZcy bEikojesaV ,.M ykboyhgqM izkstsDV /

Grants for Jharkhand Tribal Empowerment and  Livelihood Project ——       5,00,00,000       5,00,00,000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5,00,00,000       5,00,00,000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       5,00,00,000       5,00,00,000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 a dk dY;k.k dqy ;ksx&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 a dk dY;k.k dqy ;ksx&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 a dk dY;k.k dqy ;ksx&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 a dk dY;k.k dqy ;ksx&2225&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Z 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       5,00,00,000       5,00,00,000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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