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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fo"k;&lwph /Contents
ekax la[;k/Demand No.

ctV 'kh"kZ /Budget Head

1 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2401 -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2 i'kqikyu foHkkx

2403 -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4403 -

i'kq&ikyu / ANIMAL HUSBANDRY
i'kq iky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dsUnzka'k/

jkT;ka'k/

i`"B la[;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Page No.

2060000000

290000000

1 -12

2060000000

290000000

42025000

18475000

13
14- 16

8175000

2725000

17

50200000

21200000

18

210000000

70000000

19

OUTLAY ON ANIMAL HUSBANDRY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3 Hkou fuekZ.k foHkkx

4059 -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9 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2425 -

lgdkfjrk

/ CO-OPERATION

210000000

70000000

20

0

100000000

21 - 22

0

100000000

23

76833000

35500000

24 - 29

Department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19 ou ,oa i;kZoj.k foHkkx

/ Forest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2406 -

okfudh rFkk oU; izk.kh

/ FORESTRY AND

WILD LIFE

76833000

35500000

30

9166975000

245837000

31 - 34

9166975000

245837000

70000000

37600000

35
36 - 37

70000000

37600000

38

0

0

39

0

0

40

272372000

416000000

41

10400000

10000000

42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282772000

426000000

2851 -

xzke rFkk y?kq m|ksx

/ VILLAGE AND
SMALL INDUSTRIES

500000000

0

43
44 - 46

2852 -

m|ksx

210000000

70000000

47

710000000

70000000

600000000

200000000

48
49 - 52

150000000

50000000

53

750000000

250000000

90000000

90000000

54
55 - 56

90000000

90000000

57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20 LokLF;] fpfdRlk f'k{kk ,oa ifjokj
dY;k.k foHkkx / Health, Medical

2210 -

fpfdRlk rFkk yksd LokLF;

/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and Family Welfare
Department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21 mPp f'k{kk

2202 -

/ Higher Education

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22 x`g foHkkx

/ Home Department

2055 2070 4055 -

iqfyl / POLICE
vU; iz'kklfud lsok,a

/ OTH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iqfyl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OLICE

4070 -

vU; iz'kklfud lsokvksa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OTH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23 m|ksx foHkkx

/ Industries

Department

/ INDUSTRIES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26 Je fu;kstu ,oa izf'k{k.k foHkkx
Labour,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Department

/

2230 -

Je rFkk jkstxkj

/ LABOUR AND

EMPLOYMENT

4250 -

vU; lkekftd lsokvksa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OTHER SOCIAL
SERVICES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30 vYila[;d dY;k.k
Welfare

/ Min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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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i)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fo"k;&lwph /Contents
ekax la[;k/Demand No.
35 ;kstuk ,oa fodkl foHkkx

/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tV 'kh"kZ /Budget Head
3454 -

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Department

2215 -

ty iwfrZ rFkk lQkbZ

/
Revenue and Land Reforms
Department

/ WATER SUPPLY

2029 -

Hkw&jktLo

/ LAND REVENUE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42 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2501 -

xzke fodkl ds fy, fo'ks"k dk;ZØe /
SPECIAL PROGRAMM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2505 -

xzke jkstxkj

/ RURAL EMPLOYMENT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46 i;ZVu foHkkx

/ Tourism

Department

i`"B la[;k/

State
Contribution

Page No.

205521000

26098000

58

205521000

26098000

59

3257500000

2673500000

60 - 63

3257500000

2673500000

64

218300000

218300000

65

218300000

218300000

66

4650000000

1323500000

67 - 74

20250000000

3450000000

75 - 78

24900000000

4773500000

79

0

0

80

1000000

1000000

81

1000000

1000000

82

3260000000

1400000000

83 - 88

0

0

89 - 90

3260000000

1400000000

91

0

20000000

92 - 93

0

0

94 - 95

0

20000000

96

0

10000000

97

0

10000000

98

31000000

31000000

99 - 101

0

0

102

95100000

86600000

103 - 107

126100000

117600000

108

AND SANITATION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40 jktLo ,oa Hkwfe lq/kkj foHkkx

jkT;ka'k/

SURVEYS AND STATISTICS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36 is;ty ,oa LoPNrk foHkkx

dsUnzka'k/
Central
Contribution

3452 5452 -

i;ZVu / TOURISM
i;ZV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TOURISM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48 uxj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2217 -

'kgjh fodkl

4217 -

'kgjh fodkl ij iwathxr ifjO;;

/ URBAN DEVELOPMENT

/

CAPITAL OUTLAY ON URBAN
DEVELOPMENT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49 Tky lalk/ku foHkkx

/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2705 -

deku {ks= fodkl

/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4711 -

ck<+ fu;a=.k ifj;kstukvksa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FLOOD
CONTROL PROJECTS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50 y?kq flapkbZ foHkkx

/ Minor Irrigation

4702 -

Department

y?k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MINOR IRRIGATION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51 dY;k.k foHkkx

/ Welfare

2225 -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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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 -

lkekftd lqj{kk rFkk dY;k.k

4225 -

vuqlwfpr tkfr;ksa] vuqlwf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Za dk dY;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WELFARE OF SCHEDULE CASTE,
SCHEDULE TRIBE AND OTHER
BACKWORDS CLASSES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ii)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fo"k;&lwph /Contents
ekax la[;k/Demand No.
52 dyk] laLd`fr] [ksydwn] ,oa ;qok dk;Z
foHkkx /Art Culture, Sports and

ctV 'kh"kZ /Budget Head
2204 -

[ksydwn rFkk ;qok lsok,a

/ SPORTS AND

dsUnzka'k/

jkT;ka'k/

i`"B la[;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Page No.

16000000

8000000

109 - 112

16000000

8000000

113

0

4000000

114 - 116

0

0

117 - 118

0

4000000

119

119600000

12500000

120 - 124

YOUTH SERVICES

Youth Affairs Department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53 eRL; / Fishery

2405 4405 -

eNyh&ikyu / FISHERIES
eNyh&iky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FISHERIES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54 Ms;jh

2404 -

/ Dairy

Msjh fodkl / DAIRY DEVELOPMENT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55 xzkeh.k dk;Z foHkkx

/ Rural Works

4515 -

Department

vU; xzke fodkl dk;ZØeksa ij iwathxr ifjO;;

119600000

12500000

125

8000000000

0

126

8000000000

0

127

0

472000000

128

0

472000000

129

2637794000

668360000

130 - 136

0

0

137

2637794000

668360000

138

15560470000

7521000000

139 - 145

15560470000

7521000000

155

5340600000

631200000

156 - 168

2630400000

2630400000

169 - 172

7971000000

3261600000

173

79740065000

22823595000

174

/ CAPITAL OUTLAY ON OTHER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56 iapk;rh jkt ,oa ,uŒvkjŒbZŒihŒ
¼fo'ks"k izeaMy½ foHkkx / Panchayati

2515 -

vU; xzke fodkl dk;ZØe

/ OTHER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Raj and N.R.E.P. (Special
Division) Department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58 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2202 4202 -

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f'k{kk] [ksydwn] dyk rFkk laLd`fr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EDUCATION, SPORTS, ART AND
CULTURE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59 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2202 -

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Public Education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60 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2235 -

lkekftd lqj{kk rFkk dY;k.k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2236 -

iks"k.k

/ NUTRITION

ekax dk lkjka'k @ Summary of Demand

ekax dk lkjka'k 01 ls 60 rd @ Summary of Demand from 01 to 60

(iii)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2&[kk|kUu Qlysa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FOOD GRAIN CROPS

mi 'kh"kZ&43&ikWbyV osnj csLM ØkWi baL;ksjsUl Ldhe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Pilot Weather Based Crop Insurance Scheme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 50)
State Scheme - PILOT WEATHER BASED CROP INSURANCE (50:50)(0429)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NMSA) [1704]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01P240100102430870
95,33,019
——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

——

1,00,00,000

2,00,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in

01P240100102430873

Central Sponsored Plan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95,33,019

State Contribution

1,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3&ikWbyV osnj csLM ØkWi baL;ksjsUl Ldhe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Pilot Weather Based Crop Insurance Scheme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 50)

95,33,019

1,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kk|kUu Qlysa

/ FOOD GRAIN CROPS

mi 'kh"kZ & A0&us ' kuy fe'ku Qkj llVs u s c y ,xz h dYpj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btaintable Agriculture
State Scheme - PILOT WEATHER BASED CROP INSURANCE (50:50)(0429)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NMSA) [170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1C240100102A00652
——
——

——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2

01P240100102A00652

lcflMh / Subsidies

——

——

——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0&us'kuy fe'ku Qkj llVsuscy ,xzhdYpj /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btaintable Agriculture

——

——

6,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kk|kUu Qlysa

/ FOOD GRAIN CROPS

mi 'kh"kZ & A1&jk"V¦ h ; [kk| lq j {kk fe'ku

/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0947)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NMSA) [170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1C240100102A10652
——
——

——

1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1&jk"V¦h; [kk| lqj{kk fe'ku /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
——
——
1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kk|kUu Qlysa / FOOD GRAIN CROPS
95,33,019
1,00,00,000
1,00,00,000
26,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Z & 19&,DlVs U lu fjQkeZ l ¼ds U n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 Extension Reforms (Central-90 : State-10)
State Scheme -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0953)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0050]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01P240100109190870
2,56,87,096
——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73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01P240100109190873

——

2,00,00,000

——

——

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2,56,87,096

State Contribution

2,00,00,000

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9&,DlVsUlu fjQkeZl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2,56,87,096

Extension Reforms (Central-90 : State-10)

2,00,00,000

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Z & 20&eS Ø ks e S u s t es a V dh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 Scheme for Macro-Management (Centre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90:10)(0427)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170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109200679
——
5,40,00,000
5,40,00,000
——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1C240100109200759
3,29,988
——
——
——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69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01C240100109200869
1,77,59,106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Scheme for Macro-Management
(Centre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1,80,89,094

5,40,00,000

5,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Z&28&jk"Vªh; ckxokuh fe'ku dk;ZØe ¼dsUnzka'k&85 % jkT;ka'k&15½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Programme (Centre Share - 85 : State Share - 1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01C240100109280679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

22,5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0
73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1,80,89,094

5,40,00,000

5,40,00,000

2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01P240100109280870

3,23,99,473

——

——

——

01P240100109280873

——

2,50,00,000

2,50,00,000

3,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3,23,99,473

2,50,00,000

2,50,00,000

3,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8&jk"Vªh; ckxokuh fe'ku dk;ZØe ¼dsUnzka'k&85 % jkT;ka'k&15½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Programme
(Centre Share - 85 : State Share - 15)

3,23,99,473

2,50,00,000

2,50,00,000

2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Z & 79&fVdkÅ d` f "k mife'ku dks vuq n ku ¼90%10½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State Scheme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 85 : 15)(0426)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004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109790679

——

10,80,00,000

10,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10,80,00,000

10,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Z & 99&us ' kuy fe'ku vkW u ,xz h dYpj ,DlVs a ' ku ,oa rduhd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2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01C240100109990652

lcflMh / Subsidies

——

——

——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10,80,00,000

10,80,00,000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2

01P240100109990652

lcflMh / Subsidies

——

——

——

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9&us'kuy fe'ku vkWu ,xzhdYpj ,DlVsa'ku ,oa rduhd /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

——

2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 /
7,61,75,663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20,70,00,000

20,70,00,000

48,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Z & 78&d` f "k ;ka f =dj.k mi fe'ku dks vuq n ku ¼90%10½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Agriculture Mechanisation (90:10)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90:10)(0427)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170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113780679

——

13,50,00,000

13,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Agriculture Mechanisation (90:10)

13,50,00,000

13,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Z&84&,lŒ,lŒ,Œ,eŒ ds vUrxZr p;fur d`f"k ;a= ,oa 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Financial Aid to Procure Selected Agricultural Machines and Equipments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113840679

——

7,20,00,000

7,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4&,lŒ,lŒ,Œ,eŒ ds vUrxZr p;fur d`f"k ;a= ,oa 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Financial Aid to Procure Selected Agricultural Machines
——

and Equipments under the S.M.A.M. (90:10)

7,20,00,000

7,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Z&85&,lŒ,lŒ,Œ,eŒ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Establishment of Farm Machinery Bank for Custom Hiring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113850679

——

14,40,00,000

14,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5&,lŒ,lŒ,Œ,eŒ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Establishment of Farm Machinery Bank for
——

Custom Hiring under the S.M.A.M. (90:10)

14,40,00,000

14,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Establishment of Hi-Tech Productivity Equipment Centres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113860679

——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Establishment of Hi-Tech Productivity Equipment
——

Centres under the S.M.A.M. (90:10)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Z&87&,l-,l-,-,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the Enhancment of Farm Sector Mechanisation in Selected Villages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113870679

——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7&,l-,l-,-,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the Enhancment of Farm Sector Mechanisation in
——

Selected Villages under the S.M.A.M. (90:10)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Z&88&,l-,l-,-,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mall and Marginal Farmers for Adoption of Appropritate Farm Mechanisation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113880679

——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8&,l-,l-,-,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mall and Marginal Farmers for Adoption of Appropritate
——

Farm Mechanisation under the S.M.A.M. (90:10)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Mechanisation of Farm Sector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113890679

——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 /
——

Grants for Mechanisation of Farm Sector under the S.M.A.M. (90:10)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1,10,00,000
71,10,00,000
——
;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20&eS Ø ks e S u s t es a V dh ;ks t uk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69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Scheme for Macro-Management

01C240100789200679

——

2,70,00,000

2,70,00,000

——

1,63,00,000

——

——

——

/ Accounting Adjustment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01C24010078920086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
Scheme for Macro-Management

1,63,00,000

2,70,00,000

2,7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28&jk"Vªh; ckxokuh fe'ku dk;ZØe ¼dsUnzka'k&85 % jkT;ka'k&15½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Programme (Centre Share - 85 : State Share - 1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89280679
——

——

——

7,5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63,00,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73,80,00,000

73,80,00,000

7,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73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01P240100789280870

72,00,000

——

——

——

01P240100789280873

——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8&jk"Vªh; ckxokuh fe'ku dk;ZØe ¼dsUnzka'k&85 % jkT;ka'k&15½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Programme
(Centre Share - 85 : State Share - 15)

72,00,000

1,50,00,000

1,50,00,000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43&ikWbyV osnj csLM ØkWi baL;ksjsUl Ldhe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Pilot Weather Based Crop Insurance Scheme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 50)
State Scheme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 85 : 15)(0426)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0047]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01P240100789430873

——

50,00,000

50,00,000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72,00,000

2,0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3&ikWbyV osnj csLM ØkWi baL;ksjsUl Ldhe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Pilot Weather Based Crop Insurance Scheme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 50)

——

50,00,000

50,00,000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78&d` f "k ;ka f =dj.k mi fe'ku dks vuq n ku ¼90%10½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Agriculture Mechanisation (90:10)
State Scheme - PILOT WEATHER BASED CROP INSURANCE (50:50)(0429)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NMSA) [170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89780679
——
4,50,00,000
4,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Agriculture Mechanisation (90:10)

4,50,00,000

4,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79&fVdkÅ d` f "k mife'ku dks vuq n ku ¼90%10½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89790679

——

1,80,00,000

1,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1,80,00,000

1,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99&us ' kuy fe'ku vkW u ,xz h dYpj ,DlVs a ' ku ,oa rduhd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52

lcflMh / Subsidies

01C240100789990652

——

——

——

6,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6,30,00,000

6,30,00,000

6,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990652

——

——

——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9&us'kuy fe'ku vkWu ,xzhdYpj ,DlVsa'ku ,oa rduhd /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

——

7,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A0&us ' kuy fe'ku Qkj llVs u s c y ,xz h dYpj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btaintable Agricultur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90:10)(0427)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170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52

/ Grants

lcflMh / Subsidies

01C240100789A00652

——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A00652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0&us'kuy fe'ku Qkj llVsuscy ,xzhdYpj /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btaintable Agriculture

——

——

2,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A1&jk"V¦ h ; [kk| lq j {kk fe'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0947)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NMSA) [170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52

/ Grants
01C240100789A10652

lcflMh / Subsidies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1&jk"V¦h; [kk| lqj{kk fe'ku /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2,35,00,000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11,00,00,000

11,00,00,000

24,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19&,DlVs a ' ku fjQkeZ l ¼ds n 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 Extension Reforms (Central-90 : State-10)

State Scheme -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0953)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0050]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73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01P240100796190870

3,37,10,979

——

——

——

01P240100796190873

9,25,200

4,00,00,000

4,00,00,000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3,46,36,179

State Contribution

4,00,00,000

4,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9&,DlVsa'ku fjQkeZl ¼dsnzka'k&90 % jkT;ka'k&10½ /
3,46,36,179

Extension Reforms (Central-90 : State-10)

4,00,00,000

4,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20&eS Ø ks e S u s t es a V dh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 Scheme for Macro-Management (Centre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90:10)(0427)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170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69

01C240100796200679

——

5,40,00,000

5,40,00,000

——

62,82,379

——

——

——

/ Accounting Adjustment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01C24010079620086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Scheme for Macro-Management
(Centre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62,82,379

5,40,00,000

5,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TRIBAL AREAS SUB-PLAN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mi 'kh"kZ&28&jk"Vªh; ckxokuh fe'ku dk;ZØe ¼dsUnzka'k&85 % jkT;ka'k&15½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Programme (Centre Share - 85 : State Share - 1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96280679
——

——

——

45,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62,82,379

Central Contribution

5,40,00,000

5,40,00,000

4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73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01P240100796280870

4,47,71,111

——

——

——

01P240100796280873

——

6,00,00,000

6,00,00,000

8,00,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8&jk"Vªh; ckxokuh fe'ku dk;ZØe ¼dsUnzka'k&85 % jkT;ka'k&15½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Programme
(Centre Share - 85 : State Share - 15)

4,47,71,111

6,00,00,000

6,00,00,000

5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3&ikWbyV osnj csLM ØkWi baL;ksjsUl Ldhe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Pilot weather Based Crop Insurance Scheme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 50)
State Scheme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 85 : 15)(0426)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0047]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01P240100796430870
64,66,844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

——

——

1,50,00,000

1,50,00,000

3,50,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01P240100796430873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5,12,37,955

State Contribution

7,50,00,000

7,50,00,000

1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3&ikWbyV osnj csLM ØkWi baL;ksjsUl Ldhe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Pilot weather Based Crop Insurance Scheme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 50)

64,66,844

1,50,00,000

1,50,00,000

3,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78&d` f "k ;ka f =dj.k mi fe'ku dks vuq n ku ¼90%10½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Agriculture Mechanisation (90:10)
State Scheme - PILOT WEATHER BASED CROP INSURANCE (50:50)(0429)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NMSA) [170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01C240100796780679
72,000
27,00,00,000
27,00,00,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72,000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Agriculture Mechanisation (90:10)

27,00,00,000

2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9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79&fVdkÅ d` f "k mife'ku dks vuq n ku ¼90%10½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96790679

——

14,40,00,000

14,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14,40,00,000

14,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4&,l-,l-,-,e- ds vUrxZr p;fur d`f"k ;a= ,oa 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Financial Aid to Procure Selected Agricultural Machines and Equipments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96840679

——

10,80,00,000

10,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4&,l-,l-,-,e- ds vUrxZr p;fur d`f"k ;a= ,oa 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Financial Aid to Procure Selected Agricultural
——

Machines and Equipments under the S.M.A.M. (90:10)

10,80,00,000

10,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5&,l-,l-,-,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Establishment of Farm Machinery Bank for Custom Hiring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96850679

——

21,60,00,000

21,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5&,l-,l-,-,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Establishment of Farm Machinery Bank for
——

Custom Hiring under the S.M.A.M. (90:10)

21,60,00,000

21,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6&,l-,l-,-,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Tech Productivity Equipment Centres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96860679

——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6&,l-,l-,-,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Tech Productivity
——

Equipment Centres under the S.M.A.M. (90:10)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7&,l-,l-,-,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the Enhancment of Farm Sector Mechanisation in Selected Villages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96870679

——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7&,l-,l-,-,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the Enhancment of Farm Sector Mechanisation
——

in Selected Villages under the S.M.A.M. (90:10)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8&,l-,l-,-,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mall and Marginal Farmers for Adoption of Appropritate Farm Mechanisation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96880679

——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8&,l-,l-,-,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mall and Marginal Farmers for Adoption of Appropritate
——

Farm Mechanisation under the S.M.A.M. (90:10)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Mechanisation of Farm Sector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C240100796890679

——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 /
——

Grants for Mechanisation of Farm Sector under the S.M.A.M. (90:10)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99&us ' kuy fe'ku vkW u ,xz h dYpj ,DlVs a ' ku ,oa rduhd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01C240100796990652

——

——

——

39,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72,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1,09,80,00,000

1,09,80,00,000

39,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990652

——

——

——

3,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3,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9&us'kuy fe'ku vkWu ,xzhdYpj ,DlVsa'ku ,oa rduhd /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

——

43,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A0&us ' kuy fe'ku Qkj llVs u s c y ,xz h dYpj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btaintable Agricultur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AND TECHNOLOGY (90:10)(0427)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GRICULTURE EXTENSION [170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1C240100796A00652
——
——
——

1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A00652

——

——

——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0&us'kuy fe'ku Qkj llVsuscy ,xzhdYpj /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btaintable Agriculture

——

——

13,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A1&jk"Vª h ; [kk| lq j {kk fe'ku

/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0947)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NMSA) [170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1C240100796A10652
——
——

——

2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2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1&jk"Vªh; [kk| lqj{kk fe'ku /
——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

——

2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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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2,28,513

1,26,70,00,000

1,26,70,00,000

1,3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0,14,37,195
2,30,50,00,000
2,30,50,00,000
2,35,00,00,000
dqy ;ksx&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2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52 & lcflMh / Subsidies
73 &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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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31,00,00,000
-75,00,00,000

9,00,00,000
20,00,00,000
--

2,06,00,00,000

29,0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2403&i'kq&ikyu / ANIMAL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Z&02&i'kq jksx fu;a=.k ¼lwdj Toj ,oa [kqjgk pidk½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Swine fever and mouth Diseades Running Scheme)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SWINE FEVER CONTROL UNDER ASCAD SCHEME (75:25)(0870)
Central Scheme - LIVESTOCK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1286]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C240300101020759
1,48,12,626
2,1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48,12,626

Central Contribution

2,1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4&eks V jxkfM+ ; ka @ bZ a / 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 ku ,oa ejEefr /
02P240300101020442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101020759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32,12,660

——

——

——

6,49,080

70,00,000

40,00,000

70,00,000

foLr` r 'kh"kZ & 07&vU; O;;
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38,61,740

State Contribution

70,00,000

40,00,000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i'kq jksx fu;a=.k ¼lwdj Toj ,oa [kqjgk pidk½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 (Swine fever and mouth Diseades
Running Scheme)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1,86,74,366

2,80,00,000

2,50,00,000

2,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Z & 27&i'kq vLirkyks a dh LFkkiuk ,oa lq n ` < + h dj.k

/ Establishment & Strengthening of Veterinary Hospitals (75 : 25)
State Scheme - SWINE FEVER CONTROL UNDER ASCAD SCHEME (75:25)(0870)
Central Scheme - LIVESTOCK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1286]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02C240300101270317
——
——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C240300101270544
2,59,27,418
3,00,00,000
3,00,00,000

1,43,25,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2,59,27,418

Central Contribution

3,00,00,000

3,00,00,000

1,43,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4

02P240300101270317

——

——

——

47,75,000

02P240300101270544

2,53,99,872

1,00,00,000

60,00,000

——

/ Constructions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2,53,99,872

1,00,00,000

60,00,000

47,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7&i'kq vLirky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
Establishment & Strengthening of Veterinary Hospitals (75 : 25)

5,13,27,290

4,00,00,000

3,60,00,000

1,9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7,00,01,656

6,80,00,000

6,10,00,000

4,7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4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2403&i'kq&ikyu / ANIMAL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mi 'kh"kZ&06&i'kq fpfdRlk ifj"kn~ dks lgk;d vuqnku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Grants-in-aid to Veterinary Council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VETERINARY HOSPITAL - DISPENSARIES (75:25)(0873)
Central Scheme - LIVESTOCK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1286]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2C240300106060679

15,00,000

20,00,000

20,00,000

3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5,00,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20,00,000

20,00,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2P240300106060679

15,00,000

20,00,000

9,00,000

3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5,00,000

20,00,000

9,00,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i'kq fpfdRlk ifj"kn~ dks lgk;d vuqnku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Grants-in-aid to Veterinary Council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30,00,000

40,00,000

29,00,000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30,00,000

40,00,000

29,00,000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5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2403&i'kq&ikyu / ANIMAL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mi 'kh"kZ&04&nqX/k] vaMk] ekal ,oa mu mRiknu ds losZ{k.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Survey of Milk,egg,meat and wool production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OF VETERINARY COUNCIL (50:50)(0872)
Centrl Scheme - LIVESTOCK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1286]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1
08
09

foLr` r 'kh"kZ & 02&;k=k O;;
13

/ Pay and Allowances

osru / Pay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ekuns; / Honorarium

17
18
35

——

10,11,000

10,11,000

——

02C240300113040108

——

1,20,000

1,20,000

6,00,000

02C240300113040109

1,77,858

5,09,000

5,09,000

12,50,000

——

30,000

30,000

1,00,000

/ Travelling Allowances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15

02C240300113040101

02C24030011304021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e'khujh ,oa midj.k /

02C240300113040315

——

2,30,000

2,30,000

5,00,000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C240300113040317

——

1,00,000

1,00,000

4,50,000

izdk'ku / Publication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2C240300113040318

——

——

——

6,00,000

02C240300113040335

——

——

——

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77,858

Central Contribution

20,00,000

20,00,000

3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08
09

osru / Pay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ekuns; / Honorarium

foLr` r 'kh"kZ & 02&;k=k O;;
13
15
18
35

11,77,459

10,11,000

7,10,000

02P240300113040108

——

1,20,000

35,000

9,82,000
1,20,000

02P240300113040109

1,90,733

5,09,000

4,20,000

12,50,000

——

30,000

15,000

18,000

59,724

2,30,000

15,000

4,00,000

——

1,00,000

5,000

3,30,000

——

——

——

4,00,000

——

——

——

2,00,000

/ Travelling Allowances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17

02P240300113040101

02P24030011304021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P240300113040315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02P240300113040317
izdk'ku / Publication
02P240300113040318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2P240300113040335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4,27,916

20,00,000

12,00,000

3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nqX/k] vaMk] ekal ,oa mu mRiknu ds losZ{k.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Survey of Milk,egg,meat and wool production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16,05,774

40,00,000

32,00,000

7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16,05,774

40,00,000

32,00,000

7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46,07,430
7,60,00,000
6,71,00,000
6,05,00,000
dqy ;ksx&2403&i'kq&ikyu / ANIMAL HUSBANDRY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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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4403&i'kq ikyu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ANIMAL HUSBANDRY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Z & 04&i'kq fpfdRlky;ks a dh LFkkiuk ,oa lq n ` < + h dj.k dh ;ks t uk

/ Establishment of Animal Hospital and Strengthening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VETERINARY HOSPITAL - DISPENSARIES (75:25) (CAPITAL)(0891)
Centrl Scheme - LIVESTOCK HEALTH AND DISEASE CONTROL [1286]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4

/ Constructions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C440300101040544

——

——

——

81,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81,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101040544

——

——

——

27,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27,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i'kq fpfdRlky;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dh ;kstuk /
——

Establishment of Animal Hospital and Strengthening

——

——

1,0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 /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

——

1,0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403&i'kq ikyu ij iwathxr ifjO;; /
——

CAPITAL OUTLAY ON ANIMAL HUSBANDRY

——

——

1,0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7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01
08
09
13
15
17
18
35
44
59
79

&
&
&
&
&
&
&
&
&
&
&

osru / Salary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ekuns; / Honorarium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izdk'ku / Publication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vU; O;; / Other Charge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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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6,00,000
12,50,000
1,00,000
5,00,000
1,47,75,000
6,00,000
2,00,000
81,75,000
2,10,00,000
30,00,000

9,82,000
1,20,000
12,50,000
18,000
4,00,000
51,05,000
4,00,000
2,00,000
27,25,000
70,00,000
30,00,000

5,02,00,000

2,12,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eq[; 'kh"kZ&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y?kq 'kh"kZ & 051&fuekZ . 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CONSTRUCTION

mi 'kh"kZ&39&dksVZ Hkou@vkoklh; Hkou@dksVZ ifjlj esa iqfyl cSjd dk fuekZ.k ,oa dksVZ ls lacaf/kr vU; fuekZ.k dk;Z bR;kfn ¼dsUnzka'k&75 %
jkT;ka ' k&25½ /

Construction of Court Building/Residential Building/Police Barrack in Court Campus and other Construction Works of Court.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BUILDINGS (75:25)(0250)
Centrl Scheme - FOR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FOR JUDICIARY [1335]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C405901051390545
——
8,40,00,000
8,40,00,000
8,40,00,000
45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

8,40,00,000

8,40,00,000

8,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03P405901051390545

——

2,80,00,000

2,80,00,000

2,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80,00,000

2,80,00,000

2,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9&dksVZ Hkou@vkoklh; Hkou@dksVZ ifjlj esa iqfyl cSjd dk fuekZ.k ,oa dksVZ ls lacaf/kr vU; fuekZ.k dk;Z bR;kfn ¼dsUnzka'k&75 %
jkT;ka ' k&25½ /
Construction of Court Building/Residential Building/Police Barrack in Court Campus and other Construction Works of Court.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
11,20,00,000
11,20,00,000
1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11,20,00,000
11,20,00,000
11,20,00,000
;ksx y?kq 'kh"k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39&dksVZ Hkou@vkoklh; Hkou@dksVZ ifjlj esa iqfyl cSjd dk fuekZ.k ,oa dksVZ ls lacaf/kr vU; fuekZ.k dk;Z bR;kfn ¼dsUnzka'k&75 %
jkT;ka ' k&25½ /

Construction works of Court Building/Residential Building/ Police Barrack in Court Campus and other Construction works
related to Court.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BUILDINGS (75:25)(0250)
Centrl Scheme - FOR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FOR JUDICIARY [1335]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C405901796390545
——
12,60,00,000
12,60,00,000
12,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

12,60,00,000

12,60,00,000

12,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03P405901796390545

15,21,361

4,20,00,000

4,20,00,000

4,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5,21,361

4,20,00,000

4,20,00,000

4,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9&dksVZ Hkou@vkoklh; Hkou@dksVZ ifjlj esa iqfyl cSjd dk
fuekZ.k ,oa dksVZ ls lacaf/kr vU; fuekZ.k dk;Z bR;kfn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Construction works of Court Building/Residential Building/
Police Barrack in Court Campus and other Construction
works related to Court.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15,21,361

16,80,00,000

16,80,00,000

16,80,00,000

TRIBAL AREAS SUB-PLAN

15,21,361

16,80,00,000

16,80,00,000

16,80,00,000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15,21,361

28,00,00,000

28,00,00,000

2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5,21,361
28,00,00,000
28,00,00,000
28,00,00,000
;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9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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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1,00,00,000

7,00,00,000

21,00,00,000

7,0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Z&27&jkŒ d`Œ chek ;kstuk vUrxZr jkŒ QŒ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vuqnku

/

Subsidy for premium and other expenditure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CROP INSURANCE PROGRAMME(50:50)(077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270679

——

60,00,000

60,00,000

2,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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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jkŒ d`Œ chek ;kstuk vUrxZr jkŒ QŒ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vuqnku /
Subsidy for premium and other expenditure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60,00,000

60,00,000

2,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Z&2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farmers for compensation of Crop under Agriculture Insurance Schem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CROP INSURANCE PROGRAMME(50:50)(077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280646

70,00,000

——

——

——

09P242500107280679

——

90,00,000

19,75,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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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farmers for compensation of Crop under
70,00,000

Agriculture Insurance Scheme

90,00,000

19,75,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70,00,000

1,50,00,000

79,75,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27&jkŒ d`Œ chek ;kstuk vUrxZr jkŒ QŒ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vuqnku

/

Subsidy for premium and other expenditure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CROP INSURANCE PROGRAMME(50:50)(077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270679

——

40,00,000

40,00,000

1,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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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jkŒ d`Œ chek ;kstuk vUrxZr jkŒ QŒ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vuqnku /
Subsidy for premium and other expenditure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40,00,000

40,00,000

1,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2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farmers for compensation of Crop under Agriculture Insurance Schem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CROP INSURANCE PROGRAMME(50:50)(077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79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280679
——
60,00,000

12,25,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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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farmers for compensation of Crop under
Agriculture Insurance Scheme

——

60,00,000

12,25,000

20,00,000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1,00,00,000

52,25,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27&jkŒ d`Œ chek ;kstuk vUrxZr jkŒ QŒ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vuqnku

/
Subsidy for premium and other expenditure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CROP INSURANCE PROGRAMME(50:50)(077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09P242500796270646
1,85,762
——
——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270679
——
1,00,00,000
1,00,00,000
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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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jkŒ d`Œ chek ;kstuk vUrxZr jkŒ QŒ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vuqnku /
Subsidy for premium and other expenditure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1,85,762

1,00,00,000

1,00,00,000

4,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28&jkŒ d`Œ chŒ ;kstukUrxZr fdlkuksa dh fofHkUu Qlyksa dh {kfriwfRRkZ gsrq jkŒ d`Œ chŒ fuf/k esa vuqnku ¼dsUnzk'k&50 % jkT;ka'k&50½

/
Compensation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State Scheme - NATIONAL CROP INSURANCE PROGRAMME(50:50)(077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09P242500796280646
1,83,00,000
——
——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280679
——
1,50,00,000
32,50,000
5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2,54,85,762

5,00,00,000

2,64,5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8&jkŒ d`Œ chŒ ;kstukUrxZr fdlkuksa dh fofHkUu Qlyksa dh
{kfriwfRRkZ gsrq jkŒ d`Œ chŒ fuf/k esa vuqnku ¼dsUnzk'k&50 % jkT;ka'k&50½ /
Compensation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1,83,00,000

1,50,00,000

32,50,000

50,00,000

1,84,85,762

2,50,00,000

1,32,50,000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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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 y ;ks x &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2,54,85,762
5,00,00,000
2,64,5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2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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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10,00,00,000

--

10,0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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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1&okfudh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FORESTRY

y?kq 'kh"kZ&110&HkwriwoZ tehankjh ou lainkvksa ds izca/k ij O;;

/
EXPENDITURE ON MANAGEMENT OF EX-ZAMINDARI FOREST ESTATES

mi 'kh"kZ&37&bUVslhfQds'ku vkWQ QkjsLV eSaustesaV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Intensification of Forest Management (Centre Share -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INTENSIFICATION OF FOREST MANAGEMENT (75:25)(0502)
Centrl Scheme -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1736]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3

/ Pay and Allowances
19C240601110370103

etnwjh / Wag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17

28

2,93,63,000

3,24,84,500

——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e'khujh ,oa midj.k /
19C240601110370317

2,00,000

——

——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C240601110370323
foKkiu vkSj izpkj /

15,67,864

1,78,87,000

1,78,87,000

——

19C240601110370328

18,18,000

7,50,000

7,50,000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23

1,07,87,567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43,73,431

Central Contribution

4,80,00,000

5,11,21,5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3

19P240601110370103

33,82,094

97,88,000

1,08,28,500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P240601110370323
foKkiu vkSj izpkj /

99,23,515

59,62,000

55,02,000

——

19P240601110370328

——

2,50,000

2,32,000

——

etnwjh / Wag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28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7&bUVslhfQds'ku vkWQ QkjsLV eSaustesaV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Intensification of Forest Management
2,76,79,040

(Centre Share - 75 : State Share - 25)

6,40,00,000

6,76,84,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0&HkwriwoZ tehankjh ou lainkvksa ds izca/k ij O;;

/
EXPENDITURE ON MANAGEMENT OF EX-ZAMINDARI FOREST ESTATES

mi 'kh"kZ&41&us'kuy Iyku QkWj QutZosa'ku vkWQ ,DokfVd bdks flLVe ¼dsUnzka'k 70 % jkT;ka'k 30½ ds vUrxZr

/

National Plan for Conservation of Aquatic Ceo-systems (NPCA) (centre 70 : State 30) State Share
State Scheme - INTENSIFICATION OF FOREST MANAGEMENT (75:25)(0502)
Centrl Scheme - AFFORESTAT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1736]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3

/ Pay and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19P240601110410103

etnwjh / Wages

——

——

——

7,00,000

——

——

——

3,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P240601110410323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33,05,609

1,60,00,000

1,65,62,500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us'kuy Iyku QkWj QutZosa'ku vkWQ ,DokfVd bdks flLVe ¼dsUnzka'k 70 % jkT;ka'k 30½ ds vUrxZr /
National Plan for Conservation of Aquatic Ceo-systems
——

(NPCA) (centre 70 : State 30) State Share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4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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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1&okfudh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FORESTRY

y?kq 'kh"kZ&110&HkwriwoZ tehankjh ou lainkvksa ds izca/k ij O;;

/

EXPENDITURE ON MANAGEMENT OF EX-ZAMINDARI FOREST ESTATES

mi 'kh"kZ&42&jk"Vªh; ouhdj.k dk;ZØe ¼us'kuy fe'ku Qksj , xzhu bafM;k½ ¼dsUnzka'k 75 % jkT;ka'k 25½ ds vUrxZr dsUnzka'k

/

National Afforestation Programme (National Mission for a Green India)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25) Central Share
State Scheme -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AND ECO-SYSTEM (70:30)(0627)
Centrl Scheme -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SYSTEMS [0253]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3

/ Pay and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28

19C240601110420103

etnwjh / Wages

——

——

——

3,07,50,000

——

——

——

1,35,00,000

——

——

——

7,5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C240601110420323
foKkiu vkSj izpkj /
19C240601110420328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4,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3

19P240601110420103

etnwjh / Wag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

——

1,02,50,000

——

——

——

45,00,000

——

——

——

2,5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P240601110420323

28

foKkiu vkSj izpkj /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19P240601110420328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2&jk"Vªh; ouhdj.k dk;ZØe ¼us'kuy fe'ku Qksj , xzhu bafM;k½ ¼dsUnzka'k 75 % jkT;ka'k 25½ ds vUrxZr dsUnzka'k /
National Afforestation Programme (National Mission for a Green India)
——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25) Central Share

——

——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0&HkwriwoZ tehankjh ou lainkvksa ds izca/k ij O;; /
EXPENDITURE ON MANAGEMENT OF
EX-ZAMINDARI FOREST ESTATES

2,76,79,040

6,40,00,000

6,76,84,000

6,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5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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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1&okfudh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FORESTRY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42&jk"Vªh; ouhdj.k dk;ZØe ¼us'kuy fe'ku Qksj , xzhu bafM;k½ ¼dsUnzka'k 75 % jkT;ka'k 25½ ds vUrxZr dsUnzka'k

/

National Afforestation Programme (National Mission for a Green India)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25) Central Shar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AFFORESTATION PROGRAMME (NATIONAL MISSION FOR A GREEN INDIA) (75:25)(0628)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3

/ Pay and Allowances

etnwjh / Wag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19C240601789420103

——

——

——

60,00,000

——

——

——

90,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C240601789420323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3

etnwjh / Wag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19P240601789420103

——

——

——

20,00,000

——

——

——

30,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P240601789420323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2&jk"Vªh; ouhdj.k dk;ZØe ¼us'kuy fe'ku Qksj , xzhu bafM;k½ ¼dsUnzka'k 75 % jkT;ka'k 25½ ds vUrxZr dsUnzka'k /
National Afforestation Programme (National Mission for a Green India)
——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25) Central Share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76,79,040
6,40,00,000
6,76,84,000
8,10,00,000
;ksx mi&eq[; 'kh"kZ&01&okfudh / FORESTRY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6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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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 ENVIRONMENTAL FORESTRY AND WILD LIFE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WILD LIFE PRESERVATION

mi 'kh"kZ & 21&iz k s t s D V VkbZ x j iykew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50 % jkT;ka ' k&50½

/ Tiger Project, Palamu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State Scheme - PALAMAU TIGER RESERVE (50:50)(0421)
Centrl Scheme - PROJECT TIGER [025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3

/ Pay and Allowances
19C240602110210103

etnwjh / Wag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59,13,700

67,50,000

78,73,000

80,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19C240602110210315

1,62,500

3,15,000

3,15,000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C240602110210323

9,00,000

14,40,000

14,40,000

25,00,000

4,00,000

4,95,000

4,95,000

——

foLr` r 'kh"kZ & 04&eks V jxkfM+ ; ka @ bZ a / ku
42

/ Motor Vehicles/ Fuel

eksVjxkM+h bZ/a ku ,oa ejEefr /
19C240602110210442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73,76,200

Central Contribution

90,00,000

1,01,23,000

1,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3

19P240602110210103

etnwjh / Wag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59,43,700

67,50,000

78,73,000

80,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19P240602110210315

1,62,500

3,15,000

3,15,000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P240602110210323

9,00,000

14,40,000

14,40,000

25,00,000

4,00,000

4,95,000

4,95,000

——

foLr` r 'kh"kZ & 04&eks V jxkfM+ ; ka @ bZ a / ku
42

/ Motor Vehicles/ Fuel

eksVjxkM+h bZ/a 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19P240602110210442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74,06,200

90,00,000

1,01,23,000

1,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1&izkstsDV VkbZxj iykew ;kstu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Tiger Project, Palamu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1,47,82,400

1,80,00,000

2,02,46,000

2,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7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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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 ENVIRONMENTAL FORESTRY AND WILD LIFE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WILD LIFE PRESERVATION

mi 'kh"kZ & 22&oU; iz k .kh i;kZ o kl dk les f dr fodkl ;ks t uk

/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cheme for Wild Life Habitat

State Scheme - PALAMAU TIGER RESERVE (50:50)(0421)
Centrl Scheme - PROJECT TIGER [025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3

/ Pay and Allowances
19C240602110220103

etnwjh / Wag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12,00,000

16,06,000

25,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19C240602110220315

37,500

——

——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C240602110220323

17,21,550

9,96,000

9,96,000

15,00,000

91,250

2,04,000

2,04,000

——

foLr` r 'kh"kZ & 04&eks V jxkfM+ ; ka @ bZ a / ku
42

/ Motor Vehicles/ Fuel

eksVjxkM+h bZ/a ku ,oa ejEefr /
19C240602110220442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8,50,300

Central Contribution

24,00,000

28,06,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3
23

19P240602110220103

etnwjh / Wag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P240602110220323

foLr` r 'kh"kZ & 04&eks V jxkfM+ ; ka @ bZ a / ku
42

——

12,00,000

12,00,000

25,00,000

——

9,96,000

9,96,000

15,00,000

——

2,04,000

2,04,000

——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 Motor Vehicles/ Fuel

eksVjxkM+h bZ/a 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19P240602110220442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4,00,000

24,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2&oU; izk.kh i;kZokl dk lesfdr fodkl ;kstuk /
Integrated Development Scheme for Wild Life Habitat

18,50,300

48,00,000

52,06,000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8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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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 ENVIRONMENTAL FORESTRY AND WILD LIFE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WILD LIFE PRESERVATION

mi 'kh"kZ&39&us'kuy Iyku QkWj QutZosa'ku vkWQ ,DokfVd bdks flLVe ¼dsUnzka'k 70 % jkT;ka'k 30½ ds vUrxZr

/

National Plan for Conservation of Aquatic Eco-systems (NPCA) (centre 70 : State 30) State Share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WILDLIFE HABITAT (50:50)(0422)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3

/ Pay and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19C240602110390103

etnwjh / Wages

——

——

——

16,33,000

——

——

——

7,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9C240602110390323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23,33,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9&us'kuy Iyku QkWj QutZosa'ku vkWQ ,DokfVd bdks flLVe ¼dsUnzka'k 70 % jkT;ka'k 30½ ds vUrxZr /
National Plan for Conservation of Aquatic Eco-systems (NPCA)
——

(centre 70 : State 30) State Share

——

——

23,33,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0&oU; tho ifjj{k.k /
WILD LIFE PRESERVATION

1,66,32,700

2,28,00,000

2,54,52,000

3,13,33,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i;kZoj.kh; okfudh rFkk oU; tho /
ENVIRONMENTAL FORESTRY AND WILD LIFE

1,66,32,700

2,28,00,000

2,54,52,000

3,13,33,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06&okfudh rFkk oU; izk.kh /
FORESTRY AND WILD LIFE

4,43,11,740

8,68,00,000

9,31,36,000

11,23,33,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9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19&ou ,oa i;kZoj.k foHkkx / Forest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03 & etnwjh / Wages
23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8 & foKkiu vkSj izpkj /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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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4,88,83,000
2,72,00,000
7,50,000

2,34,50,000
1,18,00,000
2,50,000

7,68,33,000

3,55,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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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kgjh LokLF; lsok,a & ,yksiSFkh / URBAN HEALTH SERVICES -ALLOPATHY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mi 'kh"kZ&41&u, ,oa pkyw ;kstukvksa ds fy, jkT;ka'k@dsUnzka'k

/ State share for new ongoing schemes
State Scheme - STATE SHARE FOR CONTINUING/ONGOING SCHEMES(0011)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CENTRALLY SPONSORED [0404]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20P221001001410873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u, ,oa pkyw ;kstukvksa ds fy, jkT;ka'k@dsUnzka'k /
——

State share for new ongoing schemes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1&funs'ku vkSj iz'kklu /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dsUnzh; ljdkjh LokLF; ;kstuk

/ CENTRAL GOVERNMENT HEALTH SCHEME

mi 'kh"kZ & 39&jk"V¦ h ; LokLF; fe'ku ¼,u-,p-,e-½ 75%25 & lgk;rk vuq n ku

/ National Health Mission (NHM) 75:25 - Grant-in-Aid
State Scheme - STATE SHARE FOR CONTINUING/ONGOING SCHEMES(0011)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CENTRALLY SPONSORED [0404]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4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C221001103390754
——
——
——
8,0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8,0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0P221001103390679

——

——

——

1,5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5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9&jk"V¦h; LokLF; fe'ku ¼,u-,p-,e-½ 75%25 & lgk;rk vuqnku /
——

National Health Mission (NHM) 75:25 - Grant-in-Aid

——

——

8,01,5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dsUnzh; ljdkjh LokLF; ;kstuk

/ CENTRAL GOVERNMENT HEALTH SCHEME

mi 'kh"kZ & 45&jk"V¦ h ; ,M~ l ,oa ,l-Vh-Mh- fu;a = .k dk;Z Ø e

/ National AIDS and STD control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NHM GRANT IN AID [75:25](0632)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CENTRALLY SPONSORED [0404]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4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C221001103450754
——
——

——

2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5&jk"V¦h; ,M~l ,oa ,l-Vh-Mh- fu;a=.k dk;ZØe /
——

National AIDS and STD control Programme

——

——

2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3&dsUnzh; ljdkjh LokLF; ;kstuk /
——

CENTRAL GOVERNMENT HEALTH SCHEME

——

——

8,25,5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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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kgjh LokLF; lsok,a & ,yksiSFkh / URBAN HEALTH SERVICES -ALLOPATHY
y?kq 'kh"kZ&109&Ldwy LokLF; ;kstuk

/ SCHOOL HEALTH SCHEME

mi 'kh"kZ&40&LokLF;] fpfdRlk f'k{kk vUrxZr ekuo lalk/ku ¼,-,u-,e-@th-,u-,e-Ldwy½ 85%15

/

Human Resources in Health and Medical Education (ANM/GNM Schools) 85:15
State Scheme - STATE SHARE FOR CONTINUING/ONGOING SCHEMES(0011)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CENTRALLY SPONSORED [0404]

foLr` r 'kh"kZ & 07&vU; O;;
54

/ Other Expenditure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C221001109400754

——

——

——

70,1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94,1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20P221001109400873

——

——

——

17,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0&LokLF;] fpfdRlk f'k{kk vUrxZr ekuo lalk/ku
¼,-,u-,e-@th-,u-,e-Ldw y ½ 85%15 /
Human Resources in Health and Medical Education
——

(ANM/GNM Schools) 85:15

——

——

87,3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9&Ldwy LokLF; ;kstuk /
——

SCHOOL HEALTH SCHEME

——

——

87,3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kgjh LokLF; lsok,a & ,yksiSFkh /
——

URBAN HEALTH SERVICES -ALLOPATHY

——

——

9,14,9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2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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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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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URBAN HEALTH SERVICES-OTHER SYSTEMS OF MEDICINE

y?kq 'kh"kZ&101&vk;qosZn

/ AYURVEDA

mi 'kh"kZ&24&jktdh; vk;qosZn dkWyst ,oa vLirky] pkbZcklk @ jktdh; vk;qosZfnd QkesZlh dkWyst] lkgscxat @ xqeyk

/
Government Ayurvedic College and Hospital, Chaibasa / Government Ayurvedic Farmeshy College, Sahebganj /Gumla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YUSH (STATE SHARE FOR CHAIBASA AYURVEDIC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0012)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CENTRALLY SPONSORED [0404]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20P221002101240101
——
8,18,000
12,38,000
9,70,000
02
thou ;kiu HkÙkk / D.A.
20P221002101240102
——
6,30,000
6,30,000
9,09,000
foLr` r 'kh"kZ & 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0P221002101240213
——
10,000
10,000
10,000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0P221002101240315
——
1,02,000
1,02,000
1,00,000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20P221002101240316
——
4,80,000
4,80,000
10,00,000
16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20P221002101240317
——
40,000
40,000
4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0P221002101240323
——
50,000
50,000
50,000
33
nwjHkk"k / Telephone
20P221002101240333
——
30,000
30,000
30,000
34
onhZ / Uniform
20P221002101240334
——
3,000
3,000
3,000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20P221002101240336
——
50,000
50,000
50,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20P221002101240337
——
25,000
25,000
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2,38,000

26,58,000

17,56,8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4&jktdh; vk;qosZn dkWyst ,oa vLirky] pkbZcklk @ jktdh;
vk;qosZfnd QkesZlh dkWyst] lkgscxat @ xqeyk /
Government Ayurvedic College and Hospital, Chaibasa / Government
Ayurvedic Farmeshy College, Sahebganj /Gumla

——

22,38,000

26,58,000

31,8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vk;qosZn /AYURVEDA
——
22,38,000
26,58,000
31,8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00&vU; i)fr;ka

/ OTHER SYSTEMS

mi 'kh"kZ&25&jk"V¦h; fe'ku&vk;q"k iz{ks= ¼ekeyk ,oa lgtu dk IykWUVs'ku ,oa >kj[k.M jkT; esfMyhuy IykWV cksMZ rFkk ftyk lfefr dh LFkkiuk½

/
National Mission on AYUSH (Plantation of Amala and Sahjan & Strengthening of Jharkhand State Medicinal Plant Board &
District Committies)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YUSH (STATE SHARE FOR CHAIBASA AYURVEDIC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0012)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CENTRALLY SPONSORED [0404]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4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C221002200250754
——
——
——
1,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5&jk"V¦h; fe'ku&vk;q"k iz{ks= ¼ekeyk ,oa lgtu dk IykWUVs'ku
,oa >kj[k.M jkT; esfMyhuy IykWV cksMZ rFkk ftyk lfefr dh LFkkiuk½ /
National Mission on AYUSH (Plantation of Amala and Sahjan & Strengthening
of Jharkhand State Medicinal Plant Board & District Committies)
——

——

——

1,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
1,30,00,000
;ksx y?kq 'kh"kZ&200&vU; i)fr;ka /OTHER SYSTEM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kgjh LokLF; lsok,a & vU; fpfdRlk i)fr;ka /
——

URBAN HEALTH SERVICES-OTHER SYSTEMS OF MEDICINE

22,38,000

26,58,000

1,61,87,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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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5&fpfdRlk f'k{kk & izf'k{k.k vkSj vuqla/kku / MEDIC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
y?kq 'kh"kZ&101&vk;qosZn

/ AYURVEDA

mi 'kh"kZ&17&jk"V¦h; fe'ku&vk;q"k iz{ks= ¼pkbZcklk vk;qosZfnd fpfdRlk egkfo|ky; ,oa vLirky½ & 50%50

/
National Mission on AYUSH (Chaibasa Ayurvedic Medical College & Hospital) - 50:50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YUSH (STATE SHARE FOR CHAIBASA AYURVEDIC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0012)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CENTRALLY SPONSORED [0404]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4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C221005101170754
——
——
——
4,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

——

6,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Central Sponsored Plan

20P221005101170873

——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7&jk"V¦h; fe'ku&vk;q"k iz{ks=
¼pkbZcklk vk;qosZfnd fpfdRlk egkfo|ky; ,oa vLirky½ & 50%50 /
National Mission on AYUSH (Chaibasa Ayurvedic Medical College &
Hospital) - 50:50

——

——

——

6,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vk;qosZn /AYURVEDA
——
——
——
6,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5&,yksiSFkh

/ ALLOPATHY

mi 'kh"kZ&16&LokLF;] fpfdRlk f'k{kk vUrxZr ekuo lalk/ku ¼fpfdRlk egkfo|ky;ksa esa ih-th- dkslsZt½ 75%25

/
Human Resource in Health and Medical Education (PG courses in Medical Colleges) 75:25
State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ON AYUSH (STATE SHARE FOR CHAIBASA AYURVEDIC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0012)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 CENTRALLY SPONSORED [0404]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4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0C221005105160754
——
——
——
16,51,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

——

16,51,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Central Sponsored Plan

20P221005105160873

——

——

——

1,46,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46,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6&LokLF;] fpfdRlk f'k{kk vUrxZr ekuo lalk/ku
¼fpfdRlk egkfo|ky;ksa esa ih-th- dkslsZt½ 75%25 /
Human Resource in Health and Medical Education
(PG courses in Medical Colleges) 75:25

——

——

——

17,98,25,000

MEDICAL EDUCATION TRAINING AND RESEARCH

——

——

——

24,73,25,000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

22,38,000

26,58,000

9,41,28,12,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5&,yksiSFkh / ALLOPATHY
——
——
——
17,98,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5&fpfdRlk f'k{kk & izf'k{k.k vkSj vuqla/kku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10&fpfdRlk rFkk yksd LokLF;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4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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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3
15
16
17
23
33
34
36
37
54
73
79

&
&
&
&
&
&
&
&
&
&
&
&
&

osru / Salary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nwjHkk"k / Telephone
onhZ / Uniform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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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9,16,69,75,000
---

18,79,000
10,000
1,00,000
10,00,000
40,000
50,000
30,000
3,000
50,000
25,000
-22,71,50,000
1,55,00,000

9,16,69,75,000

24,58,37,000

7
3
398
49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1&mPp f'k{kk / Higher Educat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3&fo'ofo|ky; rFkk mPprj f'k{kk / UNIVERS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y?kq 'kh"kZ&102&fo'ofo|ky;ks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UNIVERSITIES

mi 'kh"kZ&79&dsUnz izk;ksftr ;kstuk vUrxZr jk'V¦h; mPpRrj f'k{kk vfHk;ku & ¼dsUnzka'k&65 % jkT;ka'k&35½

/

Rashtriya Uchchatar Shiksha Abhiyan (RUSA) Under (CSPS) (Central Share-65: State Share-35)
State Scheme - RASHTRIYA UCHCHATAR SHIKSHA ABHIYAN (RUSA)(0935)
Central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13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1C220203102790678

——

——

——

8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1C220203102790679

——

——

——

2,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2,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1P220203102790678

——

——

——

43,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1P220203102790679

——

——

——

1,07,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9&dsUnz izk;ksftr ;kstuk vUrxZr jk'V¦h; mPpRrj f'k{kk vfHk;ku &
¼dsUnzka'k&65 % jkT;ka'k&35½ /
Rashtriya Uchchatar Shiksha Abhiyan (RUSA) Under (CSPS)
——

(Central Share-65: State Share-35)

——

——

4,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fo'ofo|ky;ksa dks lgk;rk /
——

ASSISTANCE TO UNIVERSITIES

——

——

4,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6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1&mPp f'k{kk / Higher Educat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3&fo'ofo|ky; rFkk mPprj f'k{kk / UNIVERS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79&dsUnz izk;ksftr ;kstuk vUrxZr jk'V¦h; mPpRrj f'k{kk vfHk;ku & ¼dsUnzka'k&65 % jkT;ka'k&35½

/

Rashtriya Uchchatar Shiksha Abhiyan (RUSA) Under Under (CSPS) (Central Share-65: State Share-35)
State Scheme - RASHTRIYA UCHCHATAR SHIKSHA ABHIYAN (RUSA)(0935)
Central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13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1C220203796790678

——

——

——

1,2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1C220203796790679

——

——

——

3,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4,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1P220203796790678

——

——

——

64,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1P220203796790679

——

——

——

1,62,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2,2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9&dsUnz izk;ksftr ;kstuk vUrxZr jk'V¦h; mPpRrj f'k{kk vfHk;ku &
¼dsUnzka'k&65 % jkT;ka'k&35½ /
Rashtriya Uchchatar Shiksha Abhiyan (RUSA) Under Under (CSPS)
——

(Central Share-65: State Share-35)

——

——

6,4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

TRIBAL AREAS SUB-PLAN

——

——

6,4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3&fo'ofo|ky; rFkk mPprj f'k{kk /
——

UNIVERS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

——

10,7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
——
——
10,7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7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 21&mPp f'k{kk / Higher Education
78 &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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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2,00,00,000
5,00,00,000

1,07,00,000
2,69,00,000

7,00,00,000

3,76,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2&x`g foHkkx / Home Department
eq[; 'kh"kZ&2055&iqfyl / POLICE
mi&eq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15&iqfyl cy dk vk/kqfudhdj.k

/ MODERNISATION OF POLICE FORCE

mi 'kh"kZ & 43&iq f yl vk/kq f udhdj.k ,oa Hkou fuekZ . k / Modernisation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78

of Police & House Construction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2C2055001154303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38,93,00,000

12,87,70,000

——

——

22,00,00,000

59,00,00,000

——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2C205500115430678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60,93,00,000

71,87,7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3&iqfyl vk/kqfudhdj.k ,oa Hkou fuekZ.k /
——

Modernisation of Police & House Construction

60,93,00,000

71,87,7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5&iqfyl cy dk vk/kqfudhdj.k /
——

MODERNISATION OF POLICE FORCE

60,93,00,000

71,87,7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60,93,00,000
71,87,70,000
——
dqy ;ksx&2055&iqfyl / POLICE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9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2&x`g foHkkx / Home Department
eq[; 'kh"kZ&2070&vU; iz'kklfud lsok,a / OTH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6&flfoy lqj{k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CIVIL DEFENCE

mi 'kh"kZ & 02&ftyk iz H kkj / District Charg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23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2C207000106020323

foLr` r 'kh"kZ & 04&eks V jxkfM+ ; ka @ bZ a / ku
40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69,00,000

——

——

——

22,00,000

——

——

——

/ Motor Vehicles/ Fuel

ubZ eksVjxkM+h dk Ø; /
22C207000106020440

Purchase of New M.V.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ftyk izHkkj /District Charges
91,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6&flfoy lqj{kk /CIVIL DEFENCE
91,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fXu ls cpko rFkk fu;a=.k

/ FIRE PROTECTION AND CONTROL

mi 'kh"kZ&39&Qk;j batuksa] vk/kqfud midj.kksa FkeZy besftax dSejk] ch0 ,0 lsV pkftZax e'khu] Qk;j lwV vkfn dk Ø;

/

Purchase of Fire Engine, Modern Equipment Thermal Emaging Camera, B.A. Set Charging Machine, Fire Suit etc. (75 : 25)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17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e'khujh ,oa midj.k /
22C207000108390317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

3,23,00,000

3,23,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9&Qk;j batuksa] vk/kqfud midj.kksa FkeZy besftax dSejk]
ch0 ,0 lsV pkftZax e'khu] Qk;j lwV vkfn dk Ø; /
Purchase of Fire Engine, Modern Equipment Thermal Emaging Camera,
——

B.A. Set Charging Machine, Fire Suit etc. (75 : 25)

3,23,00,000

3,23,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8&vfXu ls cpko rFkk fu;a=.k /
——

FIRE PROTECTION AND CONTROL

3,23,00,000

3,23,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fr {ks=h; mi;kstuk
mi 'kh"kZ & 05&ds U nz h ; iz f 'k{k.k ds U nz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 TRIBAL AREAS SUB-PLAN

/ Central Training Institute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2C207000796050678

——

34,00,000

3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91,00,000

3,57,00,000

3,5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dsUnzh; izf'k{k.k dsUnz / Central Training Institute
——
34,00,000
3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fr {ks=h; mi;kstuk /
——

TRIBAL AREAS SUB-PLAN

34,00,000

3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070&vU; iz'kklfud lsok,a /
OTH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91,00,000

3,57,00,000

3,5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2&x`g foHkkx / Home Department
eq[; 'kh"kZ&4055&iqfyl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OLICE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207&jkT; iqfyl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STATE PILOCE

mi 'kh"kZ & 43&iq f yl vk/kq f udhdj.k ,oa Hkou fuekZ . k

/ Modernization of Police and building Construction

State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FOR MODERNISATION OF POLICE AND OTHER FORCES(0775)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22C405500207430545

——

——

——

15,23,72,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5,23,72,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22P405500207430545

——

——

——

34,11,70,000

22P405500207430678

7,5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7,50,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15,00,00,000

15,00,00,000

34,11,7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3&iqfyl vk/kqfudhdj.k ,oa Hkou fuekZ.k /
7,50,00,000

Modernization of Police and building Construction

15,00,00,000

15,00,00,000

49,35,42,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07&jkT; iqfyl

/ STATE PILOCE

mi 'kh"kZ&45&iqfyl vk/k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sa dk Ø;

/

State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FOR MODERNISATION OF POLICE AND OTHER FORCES(0775)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2C405500207450323

——

——

——

1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2P4055002074503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

——

——

7,48,30,000

8,01,94,652

10,00,00,000

10,00,00,000

——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2P405500207450678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8,01,94,652

10,00,00,000

10,00,00,000

7,48,3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5&iqfyl vk/kqfudhdj.k gsrq fofHkUu midj.kksa dk Ø; / 8,01,94,652
10,00,00,000
10,00,00,000
19,48,3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7&jkT; iqfyl /STATE PILOCE
15,51,94,652
25,00,00,000
25,00,00,000
68,83,72,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055&iqfyl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OLICE

15,51,94,652

25,00,00,000

25,00,00,000

68,83,72,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2&x`g foHkkx / Home Department
eq[; 'kh"kZ&4070&vU; iz'kklfud lsokvksa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OTH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63&ds U nz h ; iz f 'k{k.k ds U nz ] ukxfjd lq j {kk

/ Central Training Institute for Civil Defence

State Scheme -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TRAINING INSTITUTE FOR CIVIL DEFENCE AT RANCHI(0832)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22P407000796630545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3&dsUnzh; izf'k{k.k dsUnz] ukxfjd lqj{kk /
——

Central Training Institute for Civil Defence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

TRIBAL AREAS SUB-PLAN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 & 62&ukxfjd lq j {kk dk lq n ` < + h dj.k

/ Revamping of Civil Defence

State Scheme -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TRAINING INSTITUTE FOR CIVIL DEFENCE AT RANCHI(0832)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22C407000800620545

——

——

——

1,0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0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1,04,00,000
;ksx mi 'kh"kZ&62&ukxfjd lqj{kk dk lqn`<+hdj.k / Revamping of Civil Defence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
1,04,00,000
;ksx y?kq 'kh"kZ&800&vU; O;; /OTHER EXPENDITURE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070&vU; iz'kklfud lsokvksa ij iwathxr ifjO;; /
——

CAPITAL OUTLAY ON OTHER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

——

2,0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2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22&x`g foHkkx / Home Department
23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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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12,00,00,000
16,27,72,000

7,48,30,000
35,11,70,000

28,27,72,000

42,6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3&m|ksx foHkkx / Industries Department
eq[; 'kh"kZ&2851&xzke rFkk y?kq m|ksx / VILLAGE AND SMALL INDUSTRI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2&y?kq m|ksx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SMALL SCALE INDUSTRIES

mi 'kh"kZ&01&y?kq m|ksxksa ds fy, dyLVj fodkl ;kstuk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Culste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SME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3C285100102010678

——

5,00,00,000

5,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y?kq m|ksxksa ds fy, dyLVj fodkl ;kstuk /
——

Culste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SME

5,00,00,000

5,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5,00,00,000
5,00,00,000
——
;ksx y?kq 'kh"kZ&102&y?kq m|ksx / SMALL SCALE INDUSTRIE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gFkdj?kk m|ksx

/ HANDLOOM INDUSTRIES

mi 'kh"kZ&06&lesfdr gLrdj/kk & ;kstuk ds izpkj] vuqJo.k] fujh{k.k] izf'k{k.k ,oa ewY;kadu gsrq lgk;d vuqnku

/

Integrated Handloom-Grants-in-aid for Scheme of Publicity, Monitoring,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3C285100103060679

——

1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lesfdr gLrdj/kk & ;kstuk ds izpkj] vuqJo.k] fujh{k.k]
izf'k{k.k ,oa ewY;kadu gsrq lgk;d vuqnku /
Integrated Handloom-Grants-in-aid for Scheme of Publicity, Monitoring,
——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1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gFkdj?kk m|ksx

/ HANDLOOM INDUSTRIES

mi 'kh"kZ&09&fofo/k gLrf'kYi ds fodkl ;kstuk & cqudj lsok dsUnz @ vkbZŒ vkbZŒ ,pŒ VhŒ dh LFkkiuk & lgk;d vuqnku

/

Miscellaneous Handicraft Development Scheme - Weavers Service Centre/Establishment of IIHT- Grants-in-aid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3C285100103090679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fofo/k gLrf'kYi ds fodkl ;kstuk & cqudj lsok dsUnz @
vkbZŒ vkbZŒ ,pŒ VhŒ dh LFkkiuk & lgk;d vuqnku /
Miscellaneous Handicraft Development Scheme - Weavers Service Centre/
——

Establishment of IIHT- Grants-in-aid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4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3&m|ksx foHkkx / Industries Department
eq[; 'kh"kZ&2851&xzke rFkk y?kq m|ksx / VILLAGE AND SMALL INDUSTRI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3&gFkdj?kk m|ksx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HANDLOOM INDUSTRIES

mi 'kh"kZ&11&lesfdr gFkdj?kk fodkl dh ;kstuk & gS.Mywe dyLVj fodkl gsrq lgk;d vuqn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Integrated Handloom Development Scheme - Grants-in-aid to Handloom Cluster Devolopment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3C285100103110679

2,26,53,000

7,00,00,000

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lesfdr gFkdj?kk fodkl dh ;kstuk &
gS.Mywe dyLVj fodkl gsrq lgk;d vuqnku /
Integrated Handloom Development Scheme 2,26,53,000

Grants-in-aid to Handloom Cluster Devolopment

7,00,00,000

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gFkdj?kk m|ksx

/ HANDLOOM INDUSTRIES

mi 'kh"kZ&12&lesfdr gFkdj?kk fodkl dh ;kstuk & gS.Mywe xzwi ,izksp lgk;d vuqnku

/

Integrated Handloom Development Scheme - Grants-in-aid to Handloom Group Approach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3C285100103120679

28,88,85,256

2,30,00,000

2,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lesfdr gFkdj?kk fodkl dh ;kstuk &
gS.Mywe xzwi ,izksp lgk;d vuqnku /
Integrated Handloom Development Scheme Grants-in-aid to Handloom Group Approach

28,88,85,256

2,30,00,000

2,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gFkdj?kk m|ksx

/ HANDLOOM INDUSTRIES

mi 'kh"kZ&14&lesfdr gFkdj?kk fodkl dh ;kstuk & ekdsZfVax bUlsafVo lgk;d vuqnku

/

Integrated Handloom Development Scheme - Grants-in-aid to Marketing Incentive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3C285100103140679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4&lesfdr gFkdj?kk fodkl dh ;kstuk &
ekdsZfVax bUlsafVo lgk;d vuqnku /
Integrated Handloom Development Scheme Grants-in-aid to Marketing Incentive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gFkdj?kk m|ksx

/ HANDLOOM INDUSTRIES

mi 'kh"kZ&15&lesfdr gFkdj?kk fodkl dh ;kstuk & gLrdj?kk laLFkkvksa dk lqn`<+hdj.k lgk;d vuqnku

/

Integrated Handloom Development Scheme - Grants-in-aid to strengthening of Handloom Institution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3C285100103150678

——

1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5&lesfdr gFkdj?kk fodkl dh ;kstuk &
gLrdj?kk laLFkkvksa dk lqn`<+hdj.k lgk;d vuqnku /
Integrated Handloom Development Scheme - Grants-in-aid to
strengthening of Handloom Institutions

——

1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5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3&m|ksx foHkkx / Industries Department
eq[; 'kh"kZ&2851&xzke rFkk y?kq m|ksx / VILLAGE AND SMALL INDUSTRI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3&gFkdj?kk m|ksx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HANDLOOM INDUSTRIES

mi 'kh"kZ & 60&jk"V¦ h ; gFkdj?kk fodkl dk;Z Ø e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foi= dks M

/ National Handloom Development Programme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23C285100103600679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

——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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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jk"V¦h; gFkdj?kk fodkl dk;ZØe /
——

National Handloom Development Programme

——

——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3&gFkdj?kk m|ksx /
31,15,38,256

HANDLOOM INDUSTRIES

10,50,00,000

10,50,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js'ke mRiknu m|ksx

/ SERICULTURE INDUSTRIES

mi 'kh"kZ&16&js'ke dk fodkl dh ;kstuk dsUnh; ifj;kstuk gsrq eSfpax xzkUV

/

Matching grant for Development of Sericulture Scheme under Central Project
State Scheme - NATIONAL HANDLOOM DEVELOPMENT PROGRAMME (HANDLOOMS, REVIVAL REFORMS PACKAGE FOR
THE HANDLOOM) (90:10)(0958)
Central Scheme - REVIVAL, REFORM AND RESTRUCTURING PACKAGE FOR HANDLOOM SECTOR [158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3C285100107160679

——

——

——

40,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31,15,38,256

15,50,00,000

15,50,00,000

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6&js'ke dk fodkl dh ;kstuk dsUnh; ifj;kstuk gsrq eSfpax xzkUV /
Matching grant for Development of Sericulture Scheme under
——

Central Project

——

——

4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7&js'ke mRiknu m|ksx / SERICULTURE INDUSTRIES ——
——
——
4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851&xzke rFkk y?kq m|ksx /
VILLAGE AND SMALL INDUSTRIES

31,15,38,256

15,50,00,000

15,50,00,000

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6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3&m|ksx foHkkx / Industries Department
eq[; 'kh"kZ&2852&m|ksx / INDUSTRI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mi 'kh"kZ&07&,lkbZM ;kstuk

& lgk;d vuqnk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y?kq 'kh"kZ&102&vkS|ksfxd mRikndr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 Aside scheme- Grants in- aid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ASIDE SCHEME (75:25) (NEW)(0896)
Centrl Scheme - ASIDE (ASSISTANCE TO STATES FOR DEVELOPING EXPORT INFRASTRUCTURE AND ALLIED ACTIVITIES) [021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iw a t h ifjlEifÙk ds l` t u gs r q vuq n ku /
78
1,00,00,000
——
——
9,00,00,000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3C285280102070678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00,00,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

——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 a t h ifjlEifÙk ds l` t u gs r q vuq n 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3P285280102070678

2,0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2,0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2,00,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2,00,00,000

2,00,00,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lkbZM ;kstuk
& lgk;d vuqnk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Aside scheme- Grants in- aid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3,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vkS|ksfxd mRikndrk

/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mi 'kh"kZ & 66&[kk|k iz l a L dj.k jk"Vª h ; fe'ku lgk;d vuq n ku

/ Grant-in-Aid to National Mission on Food Processing
State Scheme - ASIDE SCHEME (75:25) (NEW)(0896)
Central Scheme - ASIDE (ASSISTANCE TO STATES FOR DEVELOPING EXPORT INFRASTRUCTURE AND ALLIED ACTIVITIES)
[021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w a t h ifjlEifÙk ds l` t u gs r q vuq n ku /
2,12,50,000
6,00,00,000
6,00,00,000
12,00,00,000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3C285280102660678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2,12,50,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6,00,00,000

6,00,00,000

1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 a t h ifjlEifÙk ds l` t u gs r q vuq n 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3P285280102660678

——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2,00,00,000

76,00,000

4,00,00,000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00,00,000

76,00,000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6&[kk|k izlaLdj.k jk"V¦h; fe'ku lgk;d vuqnku /
Grant-in-Aid to National Mission on Food Processing

2,12,50,000

8,00,00,000

6,76,00,000

1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vkS|ksfxd mRikndrk /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5,12,50,000

10,00,00,000

8,76,00,000

2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12,50,000
10,00,00,000
8,76,00,000
28,00,00,000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12,50,000
10,00,00,000
8,76,00,000
28,00,00,000
dqy ;ksx&2852&m|ksx / INDUSTRIE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7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23&m|ksx foHkkx / Industries Department
78 &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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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21,00,00,000
50,00,00,000

7,00,00,000
--

71,00,00,000

7,0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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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1&Je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LABOUR

y?kq 'kh"kZ&103&lkekU; Je dY;k.k

/ GENERAL LABOUR WELFARE

mi 'kh"kZ & 10&jk"Vª h ; LokLF; chek ;ks t uk

/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State Scheme - SOCIAL SECURITY FOR UNORGANIZED WORKER INCLUCING RASHTRIYA SWASTHYA BIMA YOJNA
(RSBY) (75:25)(0708)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26C223001103100648
——
——
——
25,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22

vU; iz'kklfud O;; / O.A.E.

——

——

——

25,40,00,000

26P223001103100322

2,78,198

8,00,000

8,00,000

8,00,000

26P223001103100648

1,67,35,630

7,92,00,000

7,92,00,000

7,92,00,000

1,70,13,828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1,70,13,828

8,00,00,000

8,00,00,000

3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8

va'knku /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Vªh; LokLF; chek ;kstuk /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lkekU; Je dY;k.k

/ GENERAL LABOUR WELFARE

mi 'kh"kZ&35&ca/kqvk etnwjksa dk iquokZl ;kstu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Rehabilation of Bonded Labour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 50)
State Scheme - SOCIAL SECURITY FOR UNORGANIZED WORKER INCLUCING RASHTRIYA SWASTHYA BIMA YOJNA
(RSBY) (75:25)(0708)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6C223001103350323
——
2,50,000
2,50,000

——

Rehabilation of Bonded Labour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50) ——

2,50,000

2,50,000

——

1,70,13,828

8,02,50,000

8,02,50,000

3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5&ca/kqvk etnwjksa dk iquokZl ;kstu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3&lkekU; Je dY;k.k /
GENERAL LABOUR WELFARE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10&jk"Vª h ; LokLF; chek ;ks t 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State Scheme - REHABILITATION OF BONDED LABOUR SCHEME (50:50)(0472)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MISSION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NMSA) [170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26C223001789100648
——
——

——

9,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2,50,000

2,50,000

9,20,00,000

26P223001789100322

——

4,00,000

4,00,000

4,00,000

26P223001789100648

2,64,65,857

3,96,00,000

3,96,00,000

3,96,00,000

2,64,65,857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2,64,65,857

4,00,00,000

4,00,00,000

13,20,00,000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2,64,65,857

4,00,00,000

4,00,00,000

13,20,00,000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22

vU; iz'kklfud O;; / O.A.E.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8

va'knku /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Contribution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Vªh; LokLF; chek ;kstuk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9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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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1&Je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LABOUR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mi 'kh"kZ & 10&jk"Vª h ; LokLF; chek ;ks t 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State Scheme - SOCIAL SECURITY FOR UNORGANIZED WORKER INCLUCING RASHTRIYA SWASTHYA BIMA YOJNA
(RSBY) (75:25)(0708)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48

va'knku /

/ Grants
26C223001796100648

Contributions

——

——

——

25,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25,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2

vU; iz'kklfud O;; / O.A.E.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48

va'knku /

26P223001796100322

7,94,850

8,00,000

8,00,000

8,00,000

26P223001796100648

1,66,88,542

7,92,00,000

7,92,00,000

7,92,00,000

/ Grants

Contribution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1,74,83,392

State Contribution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Vªh; LokLF; chek ;kstuk /
1,74,83,392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8,00,00,000

8,00,00,000

3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35&ca/kqvk etnwjksa dk iquokZl ;kstu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Rehabilation of Bonded Labour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 50)
State Scheme - SOCIAL SECURITY FOR UNORGANIZED WORKER INCLUCING RASHTRIYA SWASTHYA BIMA YOJNA
(RSBY) (75:25)(0708)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26C223001796350323

——

2,50,000

2,5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5&ca/kqvk etnwjksa dk iquokZl ;kstu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Rehabilation of Bonded Labour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50) ——

2,50,000

2,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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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3,392

8,02,50,000

8,02,50,000

3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Je / LABOUR
6,09,63,077
20,05,00,000
20,05,00,000
8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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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3&izf'k{k.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TRAINING

y?kq 'kh"kZ&003&f'kYidkjksa rFkk i;Zos{kdksa dk izf'k{k.k

/ TRAINING OF CRAFTSMEN AND SUPERVISORS

mi 'kh"kZ&01&vkS|ksfxd izf'k{k.k laLFkku dk mUu;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Up gradation of Industrial Training Institute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UPGRADATION OF INDUSTRIAL TRANINNG INSTITUTE (75:25)(0334)
Central Scheme - SKILL DEVELOPMENT [0614]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17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e'khujh ,oa midj.k /
26C223003003010317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foLr` r 'kh"kZ & 07&vU; O;;
59

18,92,302

30,00,000

30,00,000

——

14,49,209

15,00,000

15,00,000

——

/ Other Expenditure
26C223003003010759

vU; O;; / Other Charge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vkS|ksfxd izf'k{k.k laLFkku dk mUu;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Up gradation of Industrial Training Institute
33,41,511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25)

45,00,000

4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003&f'kYidkjksa rFkk i;Zos{kdksa dk izf'k{k.k

/ TRAINING OF CRAFTSMEN AND SUPERVISORS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 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State Scheme - UPGRADATION OF INDUSTRIAL TRANINNG INSTITUTE (75:25)(0334)
Central Scheme - SKILL DEVELOPMENT [0614]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7

foLr` r 'kh"kZ & 02&;k=k O;;
13

/ Pay and Allowances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17

30,00,000

——

——

20,00,000

20,00,000

——

26C223003003440315

——

25,00,000

25,00,000

——

26C223003003440317

——

75,00,000

75,00,000

——

26C223003003440544

6,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

26C223003003440650

——

1,00,00,000

1,00,00,000

——

26C223003003440213

e'khujh ,oa midj.k /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50

30,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44

3,00,00,000

/ Travelling Allowances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15

26C223003003440107

/ Grants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 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9,00,00,000

7,50,00,000

7,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3&f'kYidkjksa rFkk i;Zos{kdksa dk izf'k{k.k /
TRAINING OF CRAFTSMEN AND SUPERVISORS

9,33,41,511

7,95,00,000

7,9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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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3&izf'k{k.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TRAINING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1&vkS|ksfxd izf'k{k.k laLFkku dk mUu;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Up gradation of Industrial Training Institute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25)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26C223003796010317
28,39,826
70,00,000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26C223003796010544
2,75,000
30,00,000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26C223003796010759
33,18,253
35,00,000

70,00,000

——

30,00,000

——

3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vkS|ksfxd izf'k{k.k laLFkku dk mUu;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Up gradation of Industrial Training Institute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25)

64,33,079

1,35,00,000

1,3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 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State Scheme - UPGRADATION OF INDUSTRIAL TRANINNG INSTITUTE (75:25)(0334)
Central Scheme - SKILL DEVELOPMENT [0614]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26C223003796440107
1,20,74,000
30,00,000
foLr` r 'kh"kZ & 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26C223003796440213
——
20,00,000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26C223003796440315
——
25,00,000
17
e'khujh ,oa midj.k /
26C223003796440317
——
75,00,000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26C223003796440544
7,80,00,000
5,00,00,00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26C223003796440650
——
1,00,00,000

30,00,000

——

20,00,000

——

25,00,000

——

75,00,000

——

5,00,00,000

——

1,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18,98,48,590

16,82,50,000

16,82,5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 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9,00,74,000

7,50,00,000

7,5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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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07,079

8,85,00,000

8,8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3&izf'k{k.k / TRAINING
18,98,48,590
16,80,00,000
16,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6,85,00,000
36,85,00,000
80,00,00,000
dqy ;ksx&2230&Je rFkk jkstxkj / LABOUR AND EMPLOYMENT 25,08,11,667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2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26&Je] fu;kstu ,oa izf'k{k.k foHkkx / Labour,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Department
eq[; 'kh"kZ&4250&vU; lkekftd lsokvksa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OTHER SOCIAL SERVIC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203&jkstxkj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EMPLOYMENT

mi 'kh"kZ&0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 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State Scheme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0335)
Central Scheme - SKILL DEVELOPMENT [0614]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26C425000203040317
——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26C425000203040544
——
——

——

1,50,00,000

——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

——

——

7,50,00,000

26P425000203040317

——

——

——

50,00,000

26P425000203040544

——

——

——

2,00,00,000

——

——

——

2,50,00,000

——

——

——

10,00,00,000

——

1,50,00,000

——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 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
10,00,00,000
;ksx y?kq 'kh"kZ&203&jkstxkj / EMPLOYMENT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mi 'kh"kZ&04&mxzokn izHkkfor ¼,y0MCyw0 bZ0½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State Scheme -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0335)
Central Scheme - SKILL DEVELOPMENT [0614]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26C425000796040317
——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26C425000796040544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

7,50,00,000

26P425000796040317

——

——

——

50,00,000

26P425000796040544

——

——

——

2,00,00,000

——

——

——

2,50,00,000

Scheme for Skill Development of Youth in LWE Districts

——

——

——

10,00,00,000

TRIBAL AREA SUB-PLAN

——

——

——

10,00,00,000

CAPITAL OUTLAY ON OTHER SOCIAL SERVICES

——

——

——

20,00,00,000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mxzokn izHkkfor ¬,y0MCyw0 bZ0« ftyksa esa ;qokvksa ds fy,
dkS'ky fodkl dh ;kstuk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250&vU; lkekftd lsokvksa ij iwathxr ifjO;;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3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 26&Je] fu;kstu ,oa izf'k{k.k foHkkx / Labour,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Department
17
22
44
48

&
&
&
&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vU; iz'kklfud O;; / O.A.E.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va'knku / Contrib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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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3,00,00,000
-12,00,00,000
60,00,00,000

1,00,00,000
20,00,000
4,00,00,000
19,80,00,000

75,00,00,000

25,00,00,000

54
54
262
0
0
84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30&vYila[;d dY;k.k / Minorities Welfare
eq[; 'kh"kZ&4225&vuqlfw pr tkfr;ks]a vuqlfw 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aZ dk dY;k.k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mi&eq [ ;@y?kq @ mi&'kh"kkZ f n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mi&eq[; 'kh"kZ&80&lkekU;
y?kq 'kh"kZ & 277&f'k{kk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GENERAL

/ EDUCATION

mi 'kh"kZ & 12&vYila [ ;d tkfr ds fy, eYVhls D Vj fodkl dk;Z Ø e

/ Multi-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inority Caste

State Scheme - MULTI 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E (MSDP) FOR MINORITY CASTE(0907)
Central Scheme - MULTI SECTO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INORITIES IN SELECTED OF MINORITY
CONCERNTRATION DISTRICTS [0640]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30C422580277120545

——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30P422580277120545

——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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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inority Caste

——

——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
4,00,00,000
;ksx y?kq 'kh"kZ&277&f'k{kk / EDUCATIO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09&vYila [ ;d tkfr ds fy, iz h &eS f Vª d Nk=o` f Rr

/ Pre-Matric Scholarship for Minority Caste

State Scheme - MULTI 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E (MSDP) FOR MINORITY CASTE(0907)
Central Scheme - MULTI SECTO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INORITIES IN SELECTED OF MINORITY
CONCERNTRATION DISTRICTS [064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50

/ Grants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30C422580796090650

15,98,50,831

12,00,00,000

12,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5,98,50,831

Central Contribution

12,00,00,000

12,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30P422580796090650

1,4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4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vYila[;d tkfr ds fy, izh&eSfVªd Nk=o`fRr /
Pre-Matric Scholarship for Minority Caste

17,38,50,831

16,00,00,000

16,00,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5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30&vYila[;d dY;k.k / Minorities Welfare
eq[; 'kh"kZ&4225&vuqlfw pr tkfr;ks]a vuqlfw 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aZ dk dY;k.k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80&lkekU;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GENERAL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12&vYila [ ;d tkfr ds fy, eYVhls D Vj fodkl dk;Z Ø e

/ Multi-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inority Caste

State Scheme - MULTI 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E (MSDP) FOR MINORITY CASTE(0907)
Central Scheme - MULTI SECTO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INORITIES IN SELECTED OF MINORITY
CONCERNTRATION DISTRICTS [0640]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50

/ Constructions
30C422580796120545

17,07,93,879

——

——

2,00,00,000

30C422580796120650

9,26,62,326

——

——

——

/ Grants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26,34,56,205

Central Contribution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5

30P4225807961205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15,35,96,948

7,00,00,000

7,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15,35,96,948

State Contribution

7,00,00,000

7,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vYila[;d tkfr ds fy, eYVhlsDVj fodkl dk;ZØe /
Multi-Sector Development Programme For Minority Caste

41,70,53,153

7,00,00,000

7,00,00,000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59,09,03,984

TRIBAL AREAS SUB-PLAN

23,00,00,000

23,00,00,000

1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9,09,03,984
23,00,00,000
23,00,00,000
18,00,00,000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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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9,03,984

23,00,00,000

23,00,00,000

1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6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30&vYila[;d dY;k.k / Minorities Welfare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0 &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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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4,00,00,000
5,00,00,000

4,00,00,000
5,00,00,000

9,00,00,000

9,0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35&;kstuk ,oa fodkl foHkkx /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3454&tux.kuk los{Z 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SURVEYS AND STATISTICS
/ CENTRAL STATISTICAL ORGANISATION

mi 'kh"kZ & 16&>kj[k.M ds lka f [;dh ;ks t uk ds uhfrdj.k

/ Support for Statistical Strengthening
State Scheme - SUPPORT FOR STATISTICAL STRENGTHING(0620)
Centrl Scheme - Support for Statistical Strengthening [999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35C345402204160679
——
6,74,77,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74,77,000

7,69,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6,74,77,000

6,74,77,000

7,6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5P345402204160679

——

5,40,000

5,40,000

8,09,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5,40,000

5,40,000

8,09,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6&>kj[k.M ds lkaf[;dh ;kstuk ds uhfrdj.k /
——

Support for Statistical Strengthening

6,80,17,000

6,80,17,000

7,77,09,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4&dsUnzh; lkaf[;dh; laxBu /
——

CENTRAL STATISTICAL ORGANISATION

6,80,17,000

6,80,17,000

7,77,09,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16&>kj[k.M jkT; ds lka f [;dh ;ks t uk dk uhfrdj.k

/ Support for Statistical Strengthening
State Scheme - SUPPORT FOR STATISTICAL STRENGTHING(0620)
Centrl Scheme - Support for Statistical Strengthening [999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35C345402796160679
2,25,00,000
14,44,20,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4,44,20,000

12,86,21,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25,00,000

14,44,20,000

14,44,20,000

12,86,2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5P345402796160679

——

1,90,45,000

1,90,45,000

2,52,89,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90,45,000

1,90,45,000

2,52,89,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6&>kj[k.M jkT; ds lkaf[;dh ;kstuk dk uhfrdj.k /
Support for Statistical Strengthening

2,25,00,000

16,34,65,000

16,34,65,000

15,39,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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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0,000

SURVEYS AND STATISTICS

2,25,00,000

16,34,65,000

16,34,65,000

15,39,1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losZ{k.k rFkk lkaf[;dh /
23,14,82,000

23,14,82,000

23,16,19,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3454&tux.kuk losZ{k.k rFkk lakf[;dh /
CENSUS SURVEYS AND STATISTICS

2,25,00,000

23,14,82,000

23,14,82,000

23,16,19,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8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35&;kstuk ,oa fodkl foHkkx /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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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20,55,21,000

2,60,98,000

20,55,21,000

2,60,98,000

0
0
5
0
0
7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36&is;ty ,oa LoPNrk foHkkx /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Department
eq[; 'kh"kZ&2215&ty iwfrZ rFkk lQkbZ /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ty iwfrZ / WATER SUPPLY
y?kq 'kh"kZ&102&xzkeh.k ty iwfrZ dk;ZØe

/ RURAL WATER SUPPLY PROGRAMMES

mi 'kh"kZ&10&jk"Vªh; xzkeh.k is;ty dk;ZØe ¼,uŒvkjŒMhŒMCywŒihŒ½

/
National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gramme (NRDWP)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50)
State Scheme - NRDWP COVERAGE, QUALITY - OTHER SUPPORT {50:50}(0836)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GRAM [024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C221501102100678
——
——

——

81,3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81,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P221501102100678

——

——

——

81,3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81,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Vªh; xzkeh.k is;ty dk;ZØe ¼,uŒvkjŒMhŒMCywŒihŒ½ /
National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gramme (NRDWP)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50)

——

——

——

1,62,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xzkeh.k ty iwfrZ dk;ZØe /
——

RURAL WATER SUPPLY PROGRAMMES

——

——

1,62,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6&ey ty lsok,a

/ Mal-Jal Services

mi 'kh"kZ&11&xzkeh.k LoPNrk ¼:jy lSfuVs'ku½ ¼fueZy Hkkjr vfHk;ku½

/ Rural Sanitation (NBA)
State Scheme - NRDWP COVERAGE, QUALITY - OTHER SUPPORT {50:50}(0836)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GRAM [024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C221501106110678
——
——

——

39,25,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39,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P221501106110678

——

——

——

6,5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6,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xzkeh.k LoPNrk ¼:jy lSfuVs'ku½ ¼fueZy Hkkjr vfHk;ku½ /
——

Rural Sanitation (NBA)

——

——

45,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
45,75,00,000
;ksx y?kq 'kh"kZ&106&ey ty lsok,a / Mal-Jal Service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36&is;ty ,oa LoPNrk foHkkx /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Department
eq[; 'kh"kZ&2215&ty iwfrZ rFkk lQkbZ /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ty iwfrZ / WATER SUPPLY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10&jk"Vªh; xzkeh.k is;ty dk;ZØe ¼,uOvkjOMhOMCywOihO½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National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gramme (NRDWP)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50)
State Scheme - NIRMAL BHARAT ABHIYAN(0833)
Centrl Scheme - NIRMAL BHARAT ABHIYAN [9992]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C221501789100678

——

——

——

7,35,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7,3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P221501789100678

——

——

——

7,35,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7,3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Vªh; xzkeh.k is;ty dk;ZØe ¼,uOvkjOMhOMCywOihO½ /
National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gramme (NRDWP)
——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50)

——

——

14,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36&is;ty ,oa LoPNrk foHkkx /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Department
eq[; 'kh"kZ&2215&ty iwfrZ rFkk lQkbZ /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ty iwfrZ / WATER SUPPLY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11&xzkeh.k LoPNrk ¼:jy lSfuVs'ku½ ¼fueZy Hkkjr vfHk;ku½

/ Rural Sanitation (NBA)

State Scheme - NRDWP COVERAGE, QUALITY - OTHER SUPPORT {50:50}(0836)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GRAM [024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C221501789110678

——

——

——

7,5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7,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P221501789110678

——

——

——

1,25,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xzkeh.k LoPNrk ¼:jy lSfuVs'ku½ ¼fueZy Hkkjr vfHk;ku½ /
——

Rural Sanitation (NBA)

——

——

8,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23,4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mi 'kh"kZ&10&jk"V¦h; xzkeh.k is;ty dk;ZØe ¼,uOvkjOMhOMCywOihO½

/

National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gramme (NRDWP)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50)
State Scheme - NIRMAL BHARAT ABHIYAN(0833)
Centrl Scheme - NIRMAL BHARAT ABHIYAN [9992]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C221501796100678

——

——

——

1,67,1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67,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P221501796100678

——

——

——

1,67,1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67,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V¦h; xzkeh.k is;ty dk;ZØe ¼,uOvkjOMhOMCywOihO½ /
National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gramme (NRDWP)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50)

——

——

——

3,34,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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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36&is;ty ,oa LoPNrk foHkkx /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Department
eq[; 'kh"kZ&2215&ty iwfrZ rFkk lQkbZ /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ty iwfrZ / WATER SUPPLY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TRIBAL AREA SUB-PLAN

mi 'kh"kZ&11&xzkeh.k LoPNrk ¼:jy lSfuVs'ku½ ¼fueZy Hkkjr vfHk;ku½

/ Rural Sanitation (NBA)

State Scheme - NRDWP COVERAGE, QUALITY - OTHER SUPPORT {50:50}(0836)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GRAM [024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C221501796110678

——

——

——

23,25,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23,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36P221501796110678

——

——

——

3,85,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3,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xzkeh.k LoPNrk ¼:jy lSfuVs'ku½ ¼fueZy Hkkjr vfHk;ku½ /
——

Rural Sanitation (NBA)

——

——

27,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3,61,30,00,000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
5,93,10,00,000
;ksx mi&eq[; 'kh"kZ&01&ty iwfrZ / WATER SUPPLY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5,93,10,00,000
dqy ;ksx&2215&ty iwfrZ rFkk lQkbZ /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3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36&is;ty ,oa LoPNrk foHkkx /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Department
78 &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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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3,25,75,00,000

2,67,35,00,000

3,25,75,00,000

2,67,35,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0&jktLo ,oa Hkwfe lq/kkj foHkkx / Revenue and Land Reforms Department
eq[; 'kh"kZ&2029&Hkw&jktLo / LAND REVENUE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2&losZ{k.k rFkk cUnkscLr dk;Z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SURVEY AND SETTLEMENT OPERATIONS

mi 'kh"kZ&04&jktLo iz'kklu dk lqn`<+hdj.k ,oa Hkw vfHkys[kksa dk v|rhdj.k

/
Strengthening of Revenue Admnistration and updation of Land Records
State Scheme - NATIONAL LAND RECORDS MODERNIZATION PROGRAM (NLRMP) (A) (I) SURVEY/RESURVEY AND
UPDATING OF SURVEY AND SETTLEMENT RECORDS (INCLUDING GROUND CONTROL NETWORK AND GROUND
TRUTHING) STATE SHARE(0360)
Central Scheme -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ME ( IWMP) [0621]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40C202900102040759
——
14,75,00,000
14,75,00,000
8,73,00,000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69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40C202900102040869
1,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59

vU; O;; / Other Charges

1,00,00,000

14,75,00,000

14,75,00,000

8,7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40P202900102040759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40P202900102040870

——

14,75,00,000

14,75,00,000

8,73,00,000

1,00,00,000

——

——

——

State Contribution

1,00,00,000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14,75,00,000

14,75,00,000

8,7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jktLo iz'kklu dk lqn`<+hdj.k ,oa Hkw vfHkys[kksa dk v|rhdj.k /
Strengthening of Revenue Admnistration and updation of
Land Records

2,00,00,000

29,50,00,000

29,50,00,000

17,4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losZ{k.k rFkk cUnkscLr dk;Z /
SURVEY AND SETTLEMENT OPERATIONS

2,00,00,000

29,50,00,000

29,50,00,000

17,4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4&jktLo iz'kklu dk lqn`<+hdj.k ,oa Hkw&vfHkyss[kksa dk v|rhdj.k

/
Strengthening of Revenue Admnistration and updation of Land Records
State Scheme - NATIONAL LAND RECORDS MODERNIZATION PROGRAM (NLRMP) (A) (I) SURVEY/RESURVEY AND
UPDATING OF SURVEY AND SETTLEMENT RECORDS (INCLUDING GROUND CONTROL NETWORK AND GROUND
TRUTHING) STATE SHARE(0360)
Central Scheme -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ME ( IWMP) [0621]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40C202900796040759
——
22,12,00,000
22,12,00,000
13,10,00,000
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59

vU; O;; / Other Charges

——

22,12,00,000

22,12,00,000

13,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0P202900796040759

——

22,12,00,000

22,12,00,000

13,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2,12,00,000

22,12,00,000

13,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jktLo iz'kklu dk lqn`<+hdj.k ,oa Hkw&vfHkyss[kksa dk v|rhdj.k /
Strengthening of Revenue Admnistration and updation of Land Records

——

44,24,00,000

44,24,00,000

26,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

TRIBAL AREAS SUB-PLAN

44,24,00,000

44,24,00,000

26,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029&Hkw&jktLo / LAND REVENUE
2,00,00,000
73,74,00,000
73,74,00,000
43,6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5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40&jktLo ,oa Hkwfe lq/kkj foHkkx / Revenue and Land Reforms Department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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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21,83,00,000

21,83,00,000

21,83,00,000

21,83,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1&xzke fodkl ds fy, fo'ks"k dk;ZØe /
SPECIAL PROGRAMM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w[kkxzLr {ks= fodkl dk;ZØe / DROUGHT PRONE AREAS DEVELOPMENT PROGRAMME
y?kq 'kh"kZ&101&y?kq flapkbZ

/ MINOR IRRIGATION

mi 'kh"kZ&01&lq[kkM+ksUeq[k {ks=h; dk;ZØe ¼dsUnzka'k&60 % jkT;ka'k&40½

/ Drought Prone Areas Programme (Central Share -90 : State Share - 10)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 (IWMP) (90:10)(0317)
Centrl Scheme -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ME ( IWMP) [062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42C250102101010679
——
——
——
52,92,00,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52,9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2P250102101010679

1,82,43,700

5,88,00,000

5,88,00,000

5,88,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1,82,43,700

State Contribution

5,88,00,000

5,88,00,000

5,8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lq[kkM+ksUeq[k {ks=h; dk;ZØe ¼dsUnzka'k&60 % jkT;ka'k&40½ /
Drought Prone Areas Programme (Central Share-90:State Share-10)

1,82,43,700

5,88,00,000

5,88,00,000

58,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y?kq flapkbZ
/MINOR IRRIGATION

1,82,43,700

5,88,00,000

5,88,00,000

58,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1&lq[kkM+ksUeq[k {ks=h; dk;ZØe ¼dsUnzka'k&60 % jkT;ka'k&40½

/ Draught Prone Areas Programme (Central Share -90 : State Share - 10)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 (IWMP) (90:10)(0317)
Centrl Scheme -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ME ( IWMP) [062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42C250102789010679
——
——
——
16,20,00,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6,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2P250102789010679

60,5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60,5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lq[kkM+ksUeq[k {ks=h; dk;ZØe ¼dsUnzka'k&60 % jkT;ka'k&40½
/Draught Prone Areas Programme (Central Share -90 : State Share - 10)
18,00,00,000

60,50,000

1,80,00,000

1,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60,50,000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7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1&xzke fodkl ds fy, fo'ks"k dk;ZØe /
SPECIAL PROGRAMM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w[kkxzLr {ks= fodkl dk;ZØe / DROUGHT PRONE AREAS DEVELOPMENT PROGRAMM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1&lq[kkM+ksUeq[k {ks=h; dk;ZØe ¼dsUnzka'k&60 % jkT;ka'k&40½

/ Draught Prone Areas Programme (Central Share -90 : State Share - 10)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 (IWMP) (90:10)(0317)
Central Scheme - INTEGRATED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GRAMME ( IWMP) [062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2C250102796010679

——

——

——

38,88,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38,8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2P250102796010679

1,55,44,200

4,32,00,000

4,32,00,000

4,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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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lq[kkM+ksUeq[k {ks=h; dk;ZØe ¼dsUnzka'k&60 % jkT;ka'k&40½ /
Draught Prone Areas Programme (Central Share-90:State Share-10)

1,55,44,200

4,32,00,000

4,32,00,000

43,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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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4,200

4,32,00,000

4,32,00,000

43,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lw[kkxzLr {ks= fodkl dk;ZØe /
DROUGHT PRONE AREAS DEVELOPMENT PROGRAMME

3,98,37,900

12,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8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1&xzke fodkl ds fy, fo'ks"k dk;ZØe /
SPECIAL PROGRAMM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6&Lojkstxkj dk;ZØe / SELF EMPLOYMENT PROGRAMMES
y?kq 'kh"kZ&101&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SWARNJAYANTI GRAM SWAROZGAR YOJANA

mi 'kh"kZ&05&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NRLM (75:25)(0316)
Central Scheme - AAJEEVIKA-SWARAN JAYANTI GRAM SWAROJKAR YOUANA SGSY/NRLM [082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2P250106101050679

9,09,57,500

——

——

51,1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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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Scheme for General
9,09,57,500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

——

51,1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mi 'kh"kZ & 07&;q o k dkS ' ky fodkl ;ks t uk

/ SWARNJAYANTI GRAM SWAROZGAR YOJANA

/ Youth Skill Development Schemes

State Scheme - NRLM (75:25)(0316)
Central Scheme - AAJEEVIKA-SWARAN JAYANTI GRAM SWAROJKAR YOUANA SGSY/NRLM [0825]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42P250106101070759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0,65,01,700

4,82,00,000

4,82,00,000

55,4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qok dkS'ky fodkl ;kstuk /
——

Youth Skill Development Schemes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SWARNJAYANTI GRAM SWAROZGAR YOJANA

9,09,57,500

50,00,000

50,00,000

51,1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9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1&xzke fodkl ds fy, fo'ks"k dk;ZØe /
SPECIAL PROGRAMM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6&Lojkstxkj dk;ZØe / SELF EMPLOYMENT PROGRAMMES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5&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NRLM (75:25)(0316)
Central Scheme - AAJEEVIKA-SWARAN JAYANTI GRAM SWAROJKAR YOUANA SGSY/NRLM [082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2C250106789050679

——

——

——

51,7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51,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49
79

42P250106789050335

75,00,000

75,00,000

75,00,000

——

42P250106789050649

1,43,94,348

1,20,00,000

1,20,00,000

——

42P250106789050679

3,31,27,000

12,00,00,000

12,00,00,000

15,60,00,000

——

45,00,000

/ Grants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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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42P250106789050759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5,50,21,348

13,95,00,000

13,95,00,000

67,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5,50,21,348

13,95,00,000

13,95,00,000

67,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1&xzke fodkl ds fy, fo'ks"k dk;ZØe /
SPECIAL PROGRAMM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6&Lojkstxkj dk;ZØe / SELF EMPLOYMENT PROGRAMM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04&Lo.kZ t;a r h xz k e Lojks t xkj ;ks t uk & Mh0vkj0Mh0,0 iz ' kklu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DRDA Administration

State Scheme - NRLM (75:25)(0316)
Central Scheme - AAJEEVIKA-SWARAN JAYANTI GRAM SWAROJKAR YOUANA SGSY/NRLM [0825]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42P250106796040101

——

02

thou ;kiu HkÙkk / D.A.

42P250106796040102

——

73,95,000

73,95,000

75,75,000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42P250106796040108

——

7,50,00,000

5,50,00,000

3,89,74,000

12

,y- Vh- lh- / L.T.C.

42P250106796040112

——

7,00,000

7,00,000

——

——

14,00,000

14,00,000

88,000

foLr` r 'kh"kZ & 02&;k=k O;;
13

96,05,000

96,05,000

88,63,000

/ Travelling Allowances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42P25010679604021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42P250106796040315

——

34,00,000

34,00,000

20,00,000

16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42P250106796040316

——

14,00,000

14,00,000

13,00,000

22

vU; iz'kklfud O;; / O.A.E.

42P250106796040322

——

42,00,000

42,00,000

5,00,000

33

nwjHkk"k / Telephone

42P250106796040333

——

3,00,000

3,00,000

——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42P250106796040337

——

9,00,000

9,00,000

10,00,000

——

7,00,000

7,00,000

3,00,000

3,42,34,000

——

——

——

foLr` r 'kh"kZ & 07&vU; O;;
60

/ Other Expenditure

fof/k izHkkj / Legal Expenses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42P250106796040760
/ Accounting Adjustment
42P25010679604087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8,92,55,348

24,45,00,000

22,45,00,000

22,1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Mh0vkj0Mh0,0 iz'kklu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DRDA Administration

3,42,34,000

10,50,00,000

8,50,00,000

6,0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1&xzke fodkl ds fy, fo'ks"k dk;ZØe /
SPECIAL PROGRAMM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6&Lojkstxkj dk;ZØe / SELF EMPLOYMENT PROGRAMM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5&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NRLM (75:25)(0316)
Central Scheme - AAJEEVIKA-SWARAN JAYANTI GRAM SWAROJKAR YOUANA SGSY/NRLM [082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2C250106796050679

——

——

——

1,31,1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31,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49
79

42P250106796050335

——

——

——

3,60,00,000

42P250106796050649

——

——

——

36,00,000

42P250106796050679

9,72,14,000

28,80,00,000

28,80,00,000

37,47,00,000

/ Grants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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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9,72,14,000

28,80,00,000

28,80,00,000

1,72,5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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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48,000

39,30,00,000

37,30,00,000

1,78,5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2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1&xzke fodkl ds fy, fo'ks"k dk;ZØe /
SPECIAL PROGRAMM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6&Lojkstxkj dk;ZØe / SELF EMPLOYMENT PROGRAMMES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 & 04&Lo.kZ t;a r h xz k e Lojks t xkj ;ks t uk & Mh0vkj0Mh0,0 iz ' kklu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DRDA Administration

State Scheme - NRLM (75:25)(0316)
Central Scheme - AAJEEVIKA-SWARAN JAYANTI GRAM SWAROJKAR YOUANA SGSY/NRLM [0825]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42P250106800040101

——

1,01,74,000

1,01,74,000

26,75,000

02

thou ;kiu HkÙkk / D.A.

42P250106800040102

——

78,26,000

78,26,000

23,14,000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42P250106800040108

——

6,75,00,000

4,75,00,000

3,23,60,000

12

,y- Vh- lh- / L.T.C.

42P250106800040112

——

5,00,000

5,00,000

10,00,000

——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foLr` r 'kh"kZ & 02&;k=k O;;
13

/ Travelling Allowances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42P25010680004021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42P250106800040315

——

10,00,000

10,00,000

30,00,000

16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42P250106800040316

——

10,00,000

10,00,000

15,51,000

22

vU; iz'kklfud O;; / O.A.E.

42P250106800040322

——

41,00,000

41,00,000

99,00,000

33

nwjHkk"k / Telephone

42P250106800040333

——

3,00,000

3,00,000

——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42P250106800040337

——

9,00,000

9,00,000

10,00,000

——

7,00,000

7,00,000

12,00,000

2,87,58,000

——

——

——

foLr` r 'kh"kZ & 07&vU; O;;
60

/ Other Expenditure

fof/k izHkkj / Legal Expenses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42P250106800040760
/ Accounting Adjustment
42P25010680004087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2,59,72,000

38,30,00,000

36,30,00,000

47,1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Mh0vkj0Mh0,0 iz'kklu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DRDA Administration

2,87,58,000

9,50,00,000

7,50,00,000

5,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1&xzke fodkl ds fy, fo'ks"k dk;ZØe /
SPECIAL PROGRAMM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6&Lojkstxkj dk;ZØe / SELF EMPLOYMENT PROGRAMMES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05&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NRLM (75:25)(0316)
Central Scheme - AAJEEVIKA-SWARAN JAYANTI GRAM SWAROJKAR YOUANA SGSY/NRLM [082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2C250106800050679

——

——

——

1,74,1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74,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2P250106800050679

——

39,20,00,000

39,20,00,000

——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39,20,00,000

39,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Lo.kZ t;arh xzke Lojkstxkj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Swarna Jayanti Gram Swarojgar Yojana-Scheme for General
——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39,20,00,000

39,20,00,000

1,74,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2,87,58,000
48,70,00,000
46,70,00,000
1,79,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6&Lojkstxkj dk;ZØe /
SELF EMPLOYMENT PROGRAMMES

30,61,84,848

1,02,45,00,000

98,45,00,000

4,77,3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501&xzke fodkl ds fy, fo'ks"k dk;ZØe /
SPECIAL PROGRAMMES FOR RURAL DEVELOPMENT

34,60,22,748

1,14,45,00,000

1,10,45,00,000

5,97,3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4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5&xzke jkstxkj / RURAL EMPLOY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jk"Vªh; dk;ZØe / NATIONAL PROGRAMMES
y?kq 'kh"kZ&702&tokgj xzke le`f) ;kstuk

/ JAWAHAR GRAM SAMRIDHI YOJANA

mi 'kh"kZ&02&bfUnjk vkokl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Indira Awas Yojana- 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IAY (75 : 25)(0306)
Centrl Scheme - RURAL HOUSING- IAY [082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42C250501702020678
——

——

——

2,64,6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

——

2,64,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42P250501702020678

38,47,78,997

80,85,00,000

80,85,00,000

88,2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38,47,78,997

State Contribution

80,85,00,000

80,85,00,000

88,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bfUnjk vkokl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Indira Awas Yojana- 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38,47,78,997

80,85,00,000

80,85,00,000

3,52,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02&tokgj xzke le`f) ;kstuk /
38,47,78,997

JAWAHAR GRAM SAMRIDHI YOJANA

80,85,00,000

80,85,00,000

3,52,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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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Unjk vkokl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Indira Awas Yojana- 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IAY (75 : 25)(0306)
Centrl Scheme - RURAL HOUSING- IAY [082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42C250501789020678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

——

81,0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

——

8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42P250501789020678

13,61,92,952

24,75,00,000

24,75,00,000

27,0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 Accounting Adjustment
42P250501789020870

(-)68,27,8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2,93,65,152

24,75,00,000

24,75,00,000

2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bfUnjk vkokl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Indira Awas Yojana- 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12,93,65,152

24,75,00,000

24,75,00,000

1,0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12,93,65,152

24,75,00,000

24,75,00,000

1,0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5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5&xzke jkstxkj / RURAL EMPLOY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jk"Vªh; dk;ZØe / NATIONAL PROGRAMM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2&bfUnjk vkokl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Indira Awas Yojana- 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IAY (75 : 25)(0306)
Centrl Scheme - RURAL HOUSING- IAY [082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42C250501796020678

——

——

——

1,94,4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94,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42P250501796020678

41,08,01,085

59,40,00,000

59,40,00,000

64,8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42P250501796020870

9,22,9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41,17,23,985

59,40,00,000

59,40,00,000

64,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bfUnjk vkokl ;kstuk & lkekU; ds fy;s ;kst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Indira Awas Yojana- Scheme for General
(Central Share -75 : State Share - 25)

41,17,23,985

59,40,00,000

59,40,00,000

2,59,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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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7,23,985

59,40,00,000

59,40,00,000

2,59,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jk"Vªh; dk;ZØe /
NATIONAL PROGRAMMES

92,58,68,134

1,65,00,00,000

1,65,00,00,000

7,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6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5&xzke jkstxkj / RURAL EMPLOY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xzkeh.k jkstxkj xkjaVh Ldhe /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y?kq 'kh"kZ&101&jk"V¦h; xzkeh.k jkstxkj xkjaVh Ldhe

/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mi 'kh"kZ&04&lEiw.kZ xzkeh.k jkstxkj ;kstuk & jk"Vªh; xzkeh.k jkstxkj xkjaVh ,DV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Over all Rural Employment Scheme-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 (Centre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State Scheme - MGNREGA (90:10)(0318)
Centrl Scheme - 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0822]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42C250502101040678
——
——
——
7,27,65,00,000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

——

——

7,27,6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42P250502101040678

58,80,00,000

63,70,00,000

63,70,00,000

80,85,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58,80,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63,70,00,000

63,70,00,000

80,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lEiw.kZ xzkeh.k jkstxkj ;kstuk & jk"Vªh; xzkeh.k jkstxkj xkjaVh ,DV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Over all Rural Employment Scheme-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 (Centre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58,80,00,000

63,70,00,000

63,70,00,000

8,08,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jk"V¦h; xzkeh.k jkstxkj xkjaVh Ldhe /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58,80,00,000

63,70,00,000

63,70,00,000

8,08,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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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w.kZ xzkeh.k jkstxkj ;kstuk & jk"Vªh; xzkeh.k jkstxkj xkjaVh ,DV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Over all Rural Employment Scheme-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 (Centre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State Scheme - MGNREGA (90:10)(0318)
Centrl Scheme - 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0822]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42C250502789040678
——
——
——
2,22,75,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

——

——

2,22,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42P250502789040678

17,99,99,988

19,50,00,000

19,50,00,000

24,75,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7,99,99,988

19,50,00,000

19,50,00,000

24,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lEiw.kZ xzkeh.k jkstxkj ;kstuk & jk"Vªh; xzkeh.k jkstxkj xkjaVh ,DV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Over all Rural Employment Scheme-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 (Centre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17,99,99,988

19,50,00,000

19,50,00,000

2,47,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17,99,99,988

19,50,00,000

19,50,00,000

2,47,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7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505&xzke jkstxkj / RURAL EMPLOY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xzkeh.k jkstxkj xkjaVh Ldhe /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4&lEiw.kZ xzkeh.k jkstxkj ;kstuk & jk"Vªh; xzkeh.k jkstxkj xkjaVh ,DV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Over all Rural Employment Scheme-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

/

(Centre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State Scheme - MGNREGA (90:10)(0318)
Centrl Scheme - 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0822]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8

/ Grant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42C250502796040678

——

——

——

5,34,6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5,34,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42P250502796040678

43,19,99,961

46,80,00,000

46,80,00,000

59,4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43,19,99,961

46,80,00,000

46,80,00,000

59,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lEiw.kZ xzkeh.k jkstxkj ;kstuk & jk"Vªh; xzkeh.k jkstxkj xkjaVh ,DV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Over all Rural Employment Scheme-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

(Centre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43,19,99,961

46,80,00,000

46,80,00,000

5,9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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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9,99,961

46,80,00,000

46,80,00,000

5,9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xzkeh.k jkstxkj xkjaVh Ldhe /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1,19,99,99,949

1,30,00,00,000

1,30,00,00,000

16,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12,58,68,083
2,95,00,00,000
2,95,00,00,000
23,70,00,00,000
dqy ;ksx&2505&xzke jkstxkj / RURAL EMPLOYMENT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8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42&xzkeh.k fodkl foHkkx /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01
08
12
13
15
16
22
35
37
49
59
60
78
79

&
&
&
&
&
&
&
&
&
&
&
&
&
&

osru / Salary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y- Vh- lh- / L.T.C.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vU; iz'kklfud O;; / O.A.E.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vU; O;; / Other Charges
fof/k izHkkj / Legal Expense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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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20,25,00,00,000
4,65,00,00,000

2,14,27,000
7,13,34,000
10,00,000
20,88,000
50,00,000
28,51,000
1,04,00,000
3,60,00,000
20,00,000
36,00,000
45,00,000
15,00,000
3,45,00,00,000
1,16,18,00,000

24,90,00,00,000

4,77,35,00,000

43
26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6&i;ZVu foHkkx / Tourism Department
eq[; 'kh"kZ&3452&i;ZVu / TOURISM
mi&eq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104&lao/Zku rFkk izpkj

/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mi 'kh"kZ & 12&la o /kZ u ¼ds U nz k a ' k&50 % jkT;ka ' k&50½ / Promotion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1

izpkj@izlkj@lsfeukj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

Advertisement/Seminar

46C345280104120321

——

8,00,000

8,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lao/kZu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

Promotion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8,00,000

8,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00,000
8,00,000
——
;ksx y?kq 'kh"kZ&104&lao/Zku rFkk izpkj /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mi 'kh"kZ & 12&la o /kZ u ¼ds U nz k a ' k&50 % jkT;ka ' k&50½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21

/ Promotion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Expenses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46C345280796120321

——

12,00,000

1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lao/kZu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

Promotion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12,00,000

1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
12,00,000
1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3452&i;ZVu / TOURISM
——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6&i;ZVu foHkkx / Tourism Department
eq[; 'kh"kZ&5452&i;ZVu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TOURISM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80&lkekU;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GENERAL

y?kq 'kh"kZ&104&lao/kZu rFkk izpkj

/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mi 'kh"kZ & 67&xUrO; ,oa lfdZ V gs r q vk/kkjHkw r la j pukvks a dk fodkl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or Destination and Circuits

State Scheme - STATE SHARE TO SCHEMES UNDER CENTRAL FINANCIAL ASST. (50:50)(0441)
Centrl Scheme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OR DESTINATIONS AND CIRCUITS [9998]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46C545280104670545

——

——

——

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46P545280104670545

——

——

——

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7&xUrO; ,oa lfdZV gsrq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or Destination and Circuits

——

——

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4&lao/kZu rFkk izpkj / PROMOTION AND PUBLICITY ——
——
——
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67&xUrO; ,oa lfdZ V gs r q vk/kkjHkw r la j pukvks a dk fodkl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or Destination and Circuits

State Scheme - STATE SHARE TO SCHEMES UNDER CENTRAL FINANCIAL ASST. (50:50)(0441)
Centrl Scheme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OR DESTINATIONS AND CIRCUITS [9998]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46C545280796670545

——

——

——

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46P545280796670545

——

——

——

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7&xUrO; ,oa lfdZV gsrq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for Destination and Circuits

——

——

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

TRIBAL AREAS SUB-PLAN

——

——

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
20,00,000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5452&i;ZVu ij iwathxr ifjO;; /
——

CAPITAL OUTLAY ON TOURISM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1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 46&i;ZVu foHkkx / Tourism Department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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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2
1
7
0
0
1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8&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17&'kgjh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191&uxj fuxeksa dks lgk;r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ASSISTANCE TO MUNICIPAL CORPORATION

mi 'kh"kZ&49&vkokl ,oa 'kgjh xjhch mi'keu ea=ky; }kjk izk;ksftr ;ktukvksa ds fy;s lgk;~;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OHUPA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221780191490679

——

——

1,04,62,706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1,04,62,706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9&vkokl ,oa 'kgjh xjhch mi'keu ea=ky; }kjk izk;ksftr ;ktukvksa ds fy;s lgk;~; vuqnku /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OHUPA

——

1,04,62,706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91&uxj fuxeks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MUNICIPAL CORPORATION

mi 'kh"kZ&59&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State Share)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P221780191590679

——

——

——

11,2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1,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9&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State Share)——

——

——

11,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91&uxj fuxeks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MUNICIPAL CORPORATION

mi 'kh"kZ&60&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Central Shar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089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221780191600679

——

——

——

33,7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33,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0&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Central Share)——

——

——

33,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8&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17&'kgjh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80&lkekU;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GENERAL

y?kq 'kh"kZ&191&uxj fuxeksa dks lgk;r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ASSISTANCE TO MUNICIPAL CORPORATION

mi 'kh"kZ&61&i;kZoj.k ,oa o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jk"Vªh; unh laj{k.k ;kstuk&lg&,uO,yOlhOihO ¼75%25½ ,oa ,uOthOvkjOchO,O
¼70%30½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NRCP (incl. NLCP) (75:25) & NGRBA (70:30) (State Shar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089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P221780191610679
——
——
——

6,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1&i;kZoj.k ,oa o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jk"Vªh; unh
laj{k.k ;kstuk&lg&,uO,yOlhOihO ¼75%25½ ,oa ,uOthOvkjOchO,O ¼70%30½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NRCP
(incl. NLCP) (75:25) & NGRBA (70:30) (State Share)

——

——

——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91&uxj fuxeks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MUNICIPAL CORPORATION

mi 'kh"kZ&62&i;kZoj.k ,oa o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jk"Vªh; unh laj{k.k ;kstuk&lg&,uO,yOlhOihO ¼75%25½ ,oa ,uOthOvkjOchO,O
¼70%30½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NRCP (incl. NLCP) (75:25) & NGRBA (70:30) (Central Share)
State Scheme -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CSS) (NRCP, NLCP - NGRBA-(70:30) AND OTHERS)(086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AIDS CONTROL PROGRAMME III [154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79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221780191620679
——
——
——
42,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4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2&i;kZoj.k ,oa o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jk"Vªh; unh laj{k.k
;kstuk&lg&,uO,yOlhOihO ¼75%25½ ,oa ,uOthOvkjOchO,O ¼70%30½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NRCP
(incl. NLCP) (75:25) & NGRBA (70:30) (Central Share)

——

——

——

4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91&uxj fuxeks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MUNICIPAL CORPORATION

mi 'kh"kZ&63&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State Share)
State Scheme -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CSS) (NRCP, NLCP - NGRBA-(70:30) AND OTHERS)(086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AIDS CONTROL PROGRAMME III [154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P221780191630679
——
——
——
37,19,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37,1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3&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State Share) ——

——

——

37,1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4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8&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17&'kgjh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Central Share)
State Scheme - RAJIV AAWAS YOJNA (RAY) INCLUDING PREVIOUS SCHEMES IHSDP, BSUP - ILCS(086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221780191640679
——
——
——

77,81,00,000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191&uxj fuxeksa dks lgk;r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ASSISTANCE TO MUNICIPAL CORPORATION

mi 'kh"kZ&64&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77,8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4&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Central Share)

——

——

——

77,8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91&uxj fuxeksa dks lgk;rk /
——

ASSISTANCE TO MUNICIPAL CORPORATION

——

1,04,62,706

2,0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59&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State Share)
State Scheme - RAJIV AAWAS YOJNA (RAY) INCLUDING PREVIOUS SCHEMES IHSDP, BSUP - ILCS(086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P221780789590679
——
——
——

3,7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3,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9&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State Share) ——

——

——

3,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60&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Central Shar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089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221780789600679
——

——

——

11,2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1,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0&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Central Share)

——

——

——

11,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5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8&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17&'kgjh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63&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State Shar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089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P221780789630679
——

——

——

8,73,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8,7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3&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State Share) ——

——

——

8,7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64&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Central Share)
State Scheme - RAJIV AAWAS YOJNA (RAY) INCLUDING PREVIOUS SCHEMES IHSDP, BSUP - ILCS(086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221780789640679
——
——
——

18,27,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8,2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4&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Central Share)——

——

——

18,2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4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ABL AREAS SUB-PLAN

mi 'kh"kZ&59&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State Share)
State Scheme - RAJIV AAWAS YOJNA (RAY) INCLUDING PREVIOUS SCHEMES IHSDP, BSUP - ILCS(086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P221780796590679
——
——
——

15,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9&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State Share) ——

——

——

1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6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8&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17&'kgjh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TRIABL AREAS SUB-PLAN

mi 'kh"kZ&60&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Central Shar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089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221780796600679
——

——

——

45,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4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0&jk"Vªh; 'kgjh vkthfodk fe'ku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 (Central Share)

——

——

——

4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ABL AREAS SUB-PLAN

mi 'kh"kZ&61&i;kZoj.k ,oa o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jk"Vªh; unh laj{k.k ;kstuk&lg&,uO,yOlhOihO ¼75%25½ ,oa ,uOthOvkjOchO,O
¼70%30½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NRCP (incl. NLCP) (75:25) & NGRBA (70:30) (State Share)
State Scheme -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 (NULM)(089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48P221780796610679
——
——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8,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1&i;kZoj.k ,oa o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jk"Vªh; unh laj{k.k
;kstuk&lg&,uO,yOlhOihO ¼75%25½ ,oa ,uOthOvkjOchO,O ¼70%30½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NRCP
(incl. NLCP) (75:25) & NGRBA (70:30) (State Share)

——

——

——

1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ABL AREAS SUB-PLAN

mi 'kh"kZ&62&i;kZoj.k ,oa o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jk"Vªh; unh laj{k.k ;kstuk&lg&,uO,yOlhOihO ¼75%25½ ,oa ,uOthOvkjOchO,O
¼70%30½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NRCP (incl. NLCP) (75:25) & NGRBA (70:30) (Central Share)
State Scheme -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CSS) (NRCP, NLCP - NGRBA-(70:30) AND OTHERS)(086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AIDS CONTROL PROGRAMME III [154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221780796620679
——
——
——
14,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2&i;kZoj.k ,oa o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jk"Vªh; unh laj{k.k
;kstuk&lg&,uO,yOlhOihO ¼75%25½ ,oa ,uOthOvkjOchO,O ¼70%30½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NRCP
(incl. NLCP) (75:25) & NGRBA (70:30) (Central Share)

——

——

——

1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7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8&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17&'kgjh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TRIABL AREAS SUB-PLAN

mi 'kh"kZ&63&
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jkT;ka'k½
63&jktho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State Share)
State Scheme - SCHEMES SPONSORED BY MOEF, GOI-(CSS) (NRCP, NLCP - NGRBA-(70:30) AND OTHERS)(086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AIDS CONTROL PROGRAMME III [154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P221780796630679

——

——

——

40,08,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40,0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3&
63&jktho
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jkT;ka'k½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State Share) ——

——

——

40,0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ABL AREAS SUB-PLAN

mi 'kh"kZ&64&
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64&jktho

/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50:50 and 75:25) (Central Share)
State Scheme - RAJIV AAWAS YOJNA (RAY) INCLUDING PREVIOUS SCHEMES IHSDP, BSUP - ILCS(086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221780796640679

——

——

——

83,92,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83,9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4&
jktho vkokl ;kstuk ¼vkjO,OokbZO½ ¼50%50 ,oa 75%25½ gsrq vuqnku ¼dsUnzka'k½ /
64&jktho
Grants-in-Aid for Rajiv Aawas Yojna (RAY)
——

(50:50 and 75:25) (Central Share)

——

——

83,9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

TRIABL AREAS SUB-PLAN

——

——

2,1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1,04,62,706
4,66,00,00,000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1,04,62,706
4,66,00,00,000
dqy ;ksx&2217&'kgjh fodkl / URBAN DEVELOPMENT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8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8&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4217&'kgjh fodkl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URBAN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60&vU; 'kgjh fodkl ;kstuk,a / OTHER URBAN DEVELOPMENT SCHEMES
y?kq 'kh"kZ&191&uxj fuxeksa esa fuos'k

/ INVESTMENT IN MUNICIPAL CORPORATIONS

mi 'kh"kZ&31&vkokl ,oa 'kgjh xjhch mi'ke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kstukvksa ds fy, lgk;~; vuqnku ¼dsUnzka'k½/
Grants in 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HUPA, GoI (Central Share)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421760191310679

9,50,26,028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1&vkokl ,oa 'kgjh xjhch mi'ke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kstukvksa ds fy, lgk;~; vuqnku ¼dsUnzka'k½ /
Grants in 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HUPA, GoI
9,50,26,028

(Central Share)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91&uxj fuxeksa esa fuos'k

/ INVESTMENT IN MUNICIPAL CORPORATIONS

mi 'kh"kZ&43&vkokl ,oa 'kgjh xjhch mile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kstukvksa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HUPA, GoI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421760191430679

——

——

60,3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3&vkokl ,oa 'kgjh xjhch mile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kstukvksa /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HUPA, GoI

——

60,3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91&uxj fuxeksa esa fuos'k /
9,50,26,028

INVESTMENT IN MUNICIPAL CORPORATIONS

——

60,3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46&i;kZoj.k ,oa o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kstukvksa ds fy, lgk;rk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Scheme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EF, GoI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421760789460679

2,05,39,158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6&i;kZoj.k ,oa o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kstukvksa ds fy, lgk;rk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Scheme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EF, GoI

2,05,39,158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2,05,39,158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9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8&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4217&'kgjh fodkl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URBAN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mi&eq[; 'kh"kZ&60&vU; 'kgjh fodkl ;kstuk,a / OTHER URBAN DEVELOPMENT SCHEM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3&vkokl ,oa 'kgjh xjhch mile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kstukvksa ds fy, lgk;rk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HUPA, GoI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8C421760796430679

——

——

2,31,17,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11,55,65,186

——

2,91,47,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3&vkokl ,oa 'kgjh xjhch mileu ea=ky;] Hkkjr ljdkj
}kjk izk;ksftr ;kstukvksa ds fy, lgk;rk vuqnku /
——

Grants-in-Aid for Schemes Sponsored by Ministry of HUPA, GoI

——

2,31,17,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

TRIBAL AREAS SUB-PLAN

——

2,31,17,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60&vU; 'kgjh fodkl ;kstuk,a /
OTHER URBAN DEVELOPMENT SCHEMES

11,55,65,186

——

2,91,47,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217&'kgjh fodkl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URBAN DEVELOPMENT

11,55,65,186

——

2,91,47,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90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48&uxj fodkl foHkkx /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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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3,26,00,00,000

1,40,00,00,000

3,26,00,00,000

1,40,0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9&Tky lalk/ku foHkkx /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eq[; 'kh"kZ&2705&deku {ksrz fodkl /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001&dkaph deku {ks= fodkl / KANCHI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mi 'kh"kZ & 02&dk¡ p h flpkbZ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50 % jkT;ka ' k&50½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 Kanchi Irrigation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 50)

49C270500001020759

——

80,00,000

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80,00,000

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3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49P270500001020543
49P270500001020544

——
——

——
80,00,000

——
8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80,00,000

8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dk¡ph flpkbZ ;kstu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

Kanchi Irrigation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 50)

1,60,00,000

1,6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1&dkaph deku {ks= fodkl /
——

KANCHI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1,60,00,000

1,6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e;wjk{kh deku {ks= fodkl / MAYURAKSHI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mi 'kh"kZ & 01&e;w j k{kh tyk'k;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50 % jkT;ka ' k&50½

/ Mayurakshi Reservoir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 50)
State Scheme -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CAD) (50:50)(0812)
Centrl Scheme - Accelerated Irrigation Benefits Programme (AIBP) AND FLOOD MANAGEMENT PROGRAMME (MERGING
AIBP AND OTHER PROGRAMMES OF WATER RESOURCES SUCH AS CAD,FMP ETC) [9990]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49C270500101010759
——
80,00,000
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80,00,000

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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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P270500101010543
49P270500101010544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49P270500101010870

——
——

——
80,00,000

——
20,00,000

50,00,000
——

5,67,366

——

——

——

(Material )

44

foLr` r
70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5,67,366

80,00,000

2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e;wjk{kh tyk'k; ;kstu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yurakshi Reservoir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 50)

5,67,366

1,60,00,000

1,0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e;wjk{kh deku {ks= fodkl /
MAYURAKSHI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5,67,366

1,60,00,000

1,0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92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9&Tky lalk/ku foHkkx /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eq[; 'kh"kZ&2705&deku {ksrz fodkl /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01&e;w j k{kh tyk'k;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50 % jkT;ka ' k&50½

/ Mayurakshi Reservoir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 50)
State Scheme -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CAD) (50:50)(0812)
Centrl Scheme - Accelerated Irrigation Benefits Programme (AIBP) AND FLOOD MANAGEMENT PROGRAMME (MERGING
AIBP AND OTHER PROGRAMMES OF WATER RESOURCES SUCH AS CAD,FMP ETC) [9990]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49C270500789010759
——
70,00,000
70,00,000
——
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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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00,000

7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Material )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49P270500789010543
49P270500789010544

——
——

——
70,00,000

——
7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70,00,000

7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e;wjk{kh tyk'k; ;kstu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

Mayurakshi Reservoir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 50)

1,40,00,000

1,4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02&dk¡ p h flpkbZ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50 % jkT;ka ' k&50½

/ Kanchi Irrigation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 50)
State Scheme -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CAD) (50:50)(0812)
Centrl Scheme - Accelerated Irrigation Benefits Programme (AIBP) AND FLOOD MANAGEMENT PROGRAMME (MERGING
AIBP AND OTHER PROGRAMMES OF WATER RESOURCES SUCH AS CAD,FMP ETC) [9990]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49C270500789020759
——
70,00,000
7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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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00,000

7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9P270500789020543
49P270500789020544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49P270500789020870

——
——

——
70,00,000

——
70,00,000

50,00,000
——

5,39,241

——

——

——

State Contribution

5,39,241

(Material )

44

foLr` r
70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70,00,000

7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dk¡ph flpkbZ ;kstu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Kanchi Irrigation Scheme (Central Share -50 : State Share - 50)

5,39,241

1,40,00,000

1,4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5,39,241

2,80,00,000

2,8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705&deku {ksrz fodkl /
COMMAND AREA DEVELOPMENT

11,06,607

6,00,00,000

5,4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9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49&Tky lalk/ku foHkkx /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eq[; 'kh"kZ&4711&ck<+ fu;a=.k ifj;kstukvksa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FLOOD CONTROL PROJECT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1&ck<+ fu;a=.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FLOOD CONTROL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mi 'kh"kZ & 57&ck<+ fu;a = .k@dVko fujks / kd dk;ks Z a dk fuekZ . k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Construction of Flood Control/Anit Erosion Work

49C471101796570545

58,78,649

12,00,00,000

1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58,78,649

12,00,00,000

1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7&ck<+ fu;a=.k@dVko fujks/kd dk;ksZa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Flood Control/Anit Erosion Work

58,78,649

12,00,00,000

12,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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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8,649

12,00,00,000

1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8,78,649
12,00,00,000
12,00,00,000
——
;ksx mi&eq[; 'kh"kZ&01&ck<+ fu;a=.k / FLOOD CONTRO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711&ck<+ fu;arz.k ifj;kstukvksa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FLOOD CONTROL PROJECTS

58,78,649

12,00,00,000

1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94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95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49&Tky lalk/ku foHkkx /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
43 &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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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

2,00,00,000

--

2,0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0&y?kq flapkbZ foHkkx / Minor Irrigation Department
eq[; 'kh"kZ&4702&y?kq flapkbZ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MINOR IRRIG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1&lrgh ty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SURFACE WATER

mi 'kh"kZ&07&okVj ckWMht dk iquZLFkkiu dk;Z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Restoration work of water bodies (State Share)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0C470200101070759

——

18,00,00,000

18,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18,00,00,000

18,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3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50P470200101070543

Furnishing (Material)

foLr` r 'kh"kZ & 07&vU; O;;
59

2,50,34,124

2,00,00,000

——

1,00,00,000

12,95,965

——

——

——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0P4702001010707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2,63,30,089

State Contribution

2,00,00,000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okVj ckWMht dk iquZLFkkiu dk;Z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Restoration work of water bodies (State Share)
2,63,30,089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20,00,00,000

18,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lrgh ty /SURFACE WATER
2,63,30,089
20,00,00,000
18,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mi 'kh"kZ & 07&okW V j ckW M ht dk iq u LFkkZ i u dk;Z ¼ds U nz k a ' k&75%jkT;ka ' k&25½

/ Restoration work of water bodies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R.R.R. OF WATER BODIES (MINOR) (75:25)(0773)
Central Scheme - Accelerated Irrigation Benefits Programme (AIBP) AND FLOOD MANAGEMENT PROGRAMME (MERGING
AIBP AND OTHER PROGRAMMES OF WATER RESOURCES SUCH AS CAD,FMP ETC) [9990]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0C470200796070759

——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okWVj ckWMht dk iquLFkkZiu dk;Z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

Restoration work of water bodies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

TRIBAL AREAS SUB- PLAN

9,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702&y?kq flapkb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MINOR IRRIGATION

2,63,30,089

29,00,00,000

27,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97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50&y?kq flapkbZ foHkkx / Minor Irrigation Department
43 &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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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

1,00,00,000

--

1,0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fw pr tkfr;ks]a vuqlfw 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aZ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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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9&ukxfjd lqj{kk vf/kfu;e ds dk;kZUo;u ds fy, iz'kklfud ra= dk lqn`<+hdj.k

/
Strengthening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ivil Defence Act
State Scheme -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 ACT(0016)
Centr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C222501789090759
——
20,00,000

2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20,00,000

2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51P222501789090321

19,86,730

20,00,000

2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9,86,730

20,00,000

2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ukxfjd lqj{kk vf/kfu;e ds dk;kZUo;u ds fy,
iz'kklfud ra= dk lqn`<+hdj.k /
Strengthening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ivil Defence Act

19,86,730

40,00,000

40,00,000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10&vuqlwfpr tkfr ,oa tutkfr vR;kpkj fuokj.k vf/kfu;e 1989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Scheduled Caste and Scheduled Tribes Atrocities Prevention Act, 1989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State Scheme - PROTECTION OF CIVIL RIGHT ACT(0016)
Centr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1C222501789100759
2,28,380
40,00,000
40,00,000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49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2,28,380

40,00,000

40,00,000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1P22250178910064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1P222501789100759

32,66,080

40,00,000

40,00,000

70,00,000

1,26,340

——

——

——

foLr` r 'kh"kZ & 07&vU; O;;
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33,92,420

40,00,000

40,00,000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vuqlwfpr tkfr ,oa tutkfr vR;kpkj fuokj.k
vf/kfu;e 1989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Scheduled Caste and Scheduled Tribes Atrocities Prevention Act, 1989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36,20,800

80,00,000

80,00,000

1,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56,07,530

1,20,00,000

1,20,00,000

2,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56,07,530

1,20,00,000

1,20,00,000

2,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99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fw pr tkfr;ks]a vuqlfw 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aZ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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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IBAL AREAS SUB-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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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 Scheme - JHARKHAND TRIBAL RESEARCH INSTITUTE (JTRI)(0018)
Centr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51C222502796260759

vU; O;; / Other Charges

18,17,742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8,17,742

Central Contribution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1P222502796260679

——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

——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51P222502796260870

18,59,395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8,59,395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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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7,137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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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7,137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36,77,137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0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25&vuqlfw pr tkfr;ks]a vuqlfw pr tutkfr;ksa rFkk vU; fiNM+s oxksaZ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SCHEDULED TRIBES AND OTHER BACKWARD CLASS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mi&eq[; 'kh"kZ&03&fiNM+s oxksZa dk dY;k.k / WELFARE OF BACKWARD CLASSES

`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 & 277&f'k{k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EDUCATION

mi 'kh"kZ & 06&iz h &eS f Vª d Nk=o` f RrZ

/ Pre-matric Scholarship for OBCs
State Scheme - PRE MATRIC SCHOLARSHIP OBC(0028)
Centr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C222503277060650

——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P222503277060650

——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Z /
——

Pre-matric Scholarship for OBCs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77&f'k{kk / EDUCATION
——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06&iz h &eS f Vª d Nk=o` f Rr

/ Pre-matric Scholarship for OBCs
State Scheme - PRE MATRIC SCHOLARSHIP OBC(0028)
Centr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C222503796060650

——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0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51P222503796060650

——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izh&eSfVªd Nk=o`fRr /
——

Pre-matric Scholarship for OBCs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

TRIBAL AREAS SUB-PLAN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3&fiNM+s oxksZa dk dY;k.k /
——

WELFARE OF BACKWARD CLASSES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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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4,667

5,20,00,000

5,20,00,000

6,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0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mi 'kh"kZ&45&lesfdr cky fodkl ;kstuk ¼204 ifj;kstuk ,oa 10 ftyk izksxzke dk;kZy; ds fy, LFkkiuk½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I.C.D.S ( Including 204 ICDS and 10 District Prog. (Central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offices)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51C223502102450101

1,10,000

——

——

——

09

ekuns; / Honorarium

51C223502102450109

55,000

——

——

——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6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51C223502102450316

1,56,000

——

——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51C223502102450323

15,7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3,36,7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5&lesfdr cky fodkl ;kstuk ¼204 ifj;kstuk ,oa 10 ftyk
izksxzke dk;kZy; ds fy, LFkkiuk½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I.C.D.S ( Including 204 ICDS and 10 District Prog.
(Central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offices)

3,36,7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36,700
——
——
——
;ksx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3,36,7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3,36,7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02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4225&vuqlfw pr tkfr;ks]a vuqlfw 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aZ dk dY;k.k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 Caste, Schedule Tribe and Other Backwords Class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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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2&Nk= @ Nk=kvksa ds fy, Nk=kokl & eq[; fuekZ.k dk;Z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jor Works - Hostel for Boys / Girls Students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State Scheme - HOSTEL FOR SC BOYS - GIRLS MAJOR WORK(0022)
Centra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C422501789020545

——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P422501789020545

2,43,44,047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2,43,44,047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Nk= @ Nk=kvksa ds fy, Nk=kokl & eq[; fuekZ.k dk;Z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jor Works - Hostel for Boys / Girls Students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2,43,44,047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2,43,44,047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vuqlwfpr 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CASTES

2,43,44,047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0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4225&vuqlfw pr tkfr;ks]a vuqlfw 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aZ dk dY;k.k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 Caste, Schedule Tribe and Other Backwords Class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y?kq 'kh"kZ & 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Z&02&Nk= @ Nk=kvksa ds fy, Nk=kokl & eq[; fuekZ.k dk;Z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jor Works - Hostel for Boys / Girls Students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State Scheme - HOSTEL FOR ST BOYS - GIRLS MAJOR WORK(0023)
Centra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C422502277020545

——

1,50,00,000

1,5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Nk= @ Nk=kvksa ds fy, Nk=kokl & eq[; fuekZ.k dk;Z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jor Works - Hostel for Boys / Girls Students
——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1,50,00,000

1,5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1,50,00,000
1,50,00,000
1,00,00,000
;ksx y?kq 'kh"kZ&277&f'k{kk / EDUCATIO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2&Nk= @ Nk=kvksa ds fy, Nk=kokl & eq[; fuekZ.k dk;Z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jor Works - Hostel for Boys / Girls Students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State Scheme - HOSTEL FOR ST BOYS - GIRLS MAJOR WORK(0023)
Centra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C422502796020545

4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40,00,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5,00,00,000

5,00,00,000

4,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P422502796020545

8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8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Nk= @ Nk=kvksa ds fy, Nk=kokl & eq[; fuekZ.k dk;Z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jor Works - Hostel for Boys / Girls Students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1,2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04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4225&vuqlfw pr tkfr;ks]a vuqlfw 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aZ dk dY;k.k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 Caste, Schedule Tribe and Other Backwords Class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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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32&vkJe @ ,dyO; fo|ky;ksa dks [kksyuk ,oa la/kkj.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intenance and opening of Ashram / Eklavya Schools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State Scheme - HOSTEL FOR ST BOYS - GIRLS MAJOR WORK(0023)
Centra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C422502796320545

——

1,00,000

1,00,000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1,00,000

1,00,000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51P422502796320544

——

1,00,000

1,00,000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00,000

1,00,000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2&vkJe @ ,dyO; fo|ky;ksa dks [kksyuk ,oa la/kkj.k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intenance and opening of Ashram / Eklavya Schools
——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2,00,000

2,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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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0

7,02,00,000

7,02,00,000

7,0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vuqlwfpr tutkfr;ksa dk dY;k.k /
WELFARE OF SCHEDULED TRIBES

1,20,00,000

8,52,00,000

8,52,00,000

8,0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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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4225&vuqlfw pr tkfr;ks]a vuqlfw 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aZ dk dY;k.k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 Caste, Schedule Tribe and Other Backwords Class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3&fiNM+s oxksZ dk dY;k.k / WELFARE OF BACKWARD CLASSES
y?kq 'kh"kZ & 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Z&02&Nk= @ Nk=kvksa ds fy, Nk=kokl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 Hostel for Boys / Girls Students

State Scheme - HOSTEL FOR OBC BOYS - GIRLS MAJOR WORK(0024)
Centra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C422503277020545

——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Nk= @ Nk=kvksa ds fy, Nk=kokl & eq[; fuekZ.k dk;Z /
——

Major Works - Hostel for Boys / Girls Students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 & 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Z & 07&Nk=kokl fuekZ . k ,oa ft.kks Z a / kkj

/ Construction & Renovation

State Scheme - HOSTEL FOR OBC BOYS - GIRLS MAJOR WORK(0024)
Centra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3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51P422503277070543

9,72,7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P422503277070545

14,32,9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24,05,600

1,10,00,000

1,10,00,000

1,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Nk=kokl fuekZ.k ,oa ft.kksZa/kkj /
Construction & Renovation

24,05,600

1,10,00,000

1,10,00,000

1,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4,05,600
2,10,00,000
2,10,00,000
2,10,00,000
;ksx y?kq 'kh"kZ&277&f'k{kk / EDUCATIO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06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eq[; 'kh"kZ&4225&vuqlfw pr tkfr;ks]a vuqlfw pr tu tkfr;ksa ,oa vU; fiNM+s oxksaZ dk dY;k.k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Welfare of Schedule Caste, Schedule Tribe and Other Backwords Class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3&fiNM+s oxksZ dk dY;k.k / WELFARE OF BACKWARD CLASS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2&Nk= @ Nk=kvksa ds fy, Nk=kokl & eq[; fuekZ.k dk;Z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jor Works - Hostel for Boys / Girls Students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State Scheme - HOSTEL FOR OBC BOYS - GIRLS MAJOR WORK(0024)
Central Scheme - VOCATIONALISATION OF EDUCATION [0297]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C422503796020545

——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3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51P422503796020543

——

5,00,000

5,00,000

5,00,000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1P422503796020545

5,05,95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5,05,950

1,05,00,000

1,05,00,000

1,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Nk= @ Nk=kvksa ds fy, Nk=kokl & eq[; fuekZ.k dk;Z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Major Works - Hostel for Boys / Girls Students
(Centre Share - 50 : State Share -50)

5,05,950

2,05,00,000

2,05,00,000

2,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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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950

2,05,00,000

2,05,00,000

2,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3&fiNM+s oxksZ dk dY;k.k /
WELFARE OF BACKWARD CLASSES

29,11,550

4,15,00,000

4,15,00,000

4,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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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55,597

18,67,00,000

18,67,00,000

18,1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07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51&dY;k.k foHkkx / Welfare Department
21 &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43 &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44
45
49
50
59
79

&
&
&
&
&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vU; O;; / Other Charge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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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

40,00,000

--9,51,00,000
-1,00,00,000
2,10,00,000
--

15,00,000
1,00,000
8,50,00,000
7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2,61,00,000

11,76,00,000

0
0
23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2&dyk laLd`fr] [ksydwn] ,oa ;qok dk;Z foHkkx / Art Culture, Sports and Youth Affairs Department
eq[; 'kh"kZ&2204&[ksydwn rFkk ;qok lsok,a / SPORTS AND YOUTH SERVIC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4&[ksy&dw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SPORTS AND GAMES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mi 'kh"kZ & 10&jk"Vª h ; ls o k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7 % jkT;ka ' k&5½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Central Share - 7 : State share - 5)
State Scheme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7 : 5)(0561)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NSS) [1236]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52C220400104100335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2P220400104100335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52P220400104100870

——

15,00,000

15,00,000

20,00,000

12,00,000

——

——

——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12,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15,00,000

15,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Vªh; lsok ;kstuk ¼dsUnzka'k&7 % jkT;ka'k&5½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Central Share - 7 : State share - 5)

12,00,000

15,00,000

15,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4&[ksy&dwn

/ SPORTS AND GAMES

mi 'kh"kZ&29&ikbZdk ¼iapk;r ;qok [ksydwn vfHk;ku½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PYKKA (Panchayat Yuva Khelkud Abhiyan) (Central Share -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7 : 5)(0561)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 NSS) [1236]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ØhMk izksRlkgu / Insentive for Games
52C220400104290761
——
2,00,00,000
61

2,00,00,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61

ØhMk izksRlkgu / Insentive for Games

——

2,00,00,000

2,00,00,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2P220400104290761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52P220400104290870

——

70,00,000

——

5,00,000

36,00,000

——

——

——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36,00,000

70,00,000

——

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9&ikbZdk ¼iapk;r ;qok [ksydwn vfHk;ku½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PYKKA (Panchayat Yuva Khelkud Abhiyan)
(Central Share - 75 : State share - 25)

36,00,000

2,70,00,000

2,00,00,000

3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4&[ksy&dwn / SPORTS AND GAMES
48,00,000
2,85,00,000
2,15,00,000
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10&jk"Vª h ; ls o k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7 % jkT;ka ' k&5½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Central Share - 7 : State share - 5)
State Scheme - PYKKA (PANCHAYAT YUVA KHEL KUD ABHIYAN (75:25)(0434)
Central Scheme - Panchayat Yuva Krida aur Khel Abhiyan [99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52C220400789100335
——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Vªh; lsok ;kstuk ¼dsUnzka'k&7 % jkT;ka'k&5½ /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Central Share - 7 : State share - 5)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09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2&dyk laLd`fr] [ksydwn] ,oa ;qok dk;Z foHkkx / Art Culture, Sports and Youth Affairs Department
eq[; 'kh"kZ&2204&[ksydwn rFkk ;qok lsok,a / SPORTS AND YOUTH SERVIC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29&ikbZdk ¼iapk;r ;qok [ksydwn vfHk;ku½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PYKKA (Panchayat Yuva Khelkud Abhiyan) (Central Share -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7 : 5)(0561)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 NSS) [1236]

foLr` r 'kh"kZ & 07&vU; O;;
61

/ Other Expenditure

ØhMk izksRlkgu / Insentive for Games

52C220400789290761

——

40,00,000

40,00,000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40,00,000

40,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1

ØhMk izksRlkgu / Insentive for Games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52P220400789290761

——

30,00,000

——

5,00,000

10,00,000

——

——

——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52P22040078929087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0,00,000

30,00,000

——

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9&ikbZdk ¼iapk;r ;qok [ksydwn vfHk;ku½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PYKKA (Panchayat Yuva Khelkud Abhiyan)
(Central Share - 75 : State share - 25)

10,00,000

70,00,000

40,00,000

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10,00,000

70,00,000

40,00,000

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1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2&dyk laLd`fr] [ksydwn] ,oa ;qok dk;Z foHkkx / Art Culture, Sports and Youth Affairs Department
eq[; 'kh"kZ&2204&[ksydwn rFkk ;qok lsok,a / SPORTS AND YOUTH SERVIC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10&jk"Vª h ; ls o k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7 % jkT;ka ' k&5½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Central Share - 7 : State share - 5)

State Scheme - PYKKA (PANCHAYAT YUVA KHEL KUD ABHIYAN (75:25)(0434)
Central Scheme - Panchayat Yuva Krida aur Khel Abhiyan [99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35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52C220400796100335

——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52P220400796100335

——

30,00,000

4,00,000

30,00,000

30,00,000

——

——

——

/ Accounting Adjustment
52P2204007961008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30,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30,00,000

4,00,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Vªh; lsok ;kstuk ¼dsUnzka'k&7 % jkT;ka'k&5½ /
30,00,000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Central Share - 7 : State share - 5)

70,00,000

44,00,000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29&ikbZdk ¼iapk;r ;qok [ksydwn vfHk;ku½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PYKKA (Panchayat Yuva Khelkud Abhiyan) (Central Share -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7 : 5)(0561)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 NSS) [1236]

foLr` r 'kh"kZ & 07&vU; O;;
61

/ Other Expenditure

ØhMk izksRlkgu / Insentive for Games

52C220400796290761

——

3,00,00,000

3,0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3,00,00,000

3,0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1

ØhMk izksRlkgu / Insentive for Games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52P220400796290761

——

80,00,000

——

20,00,000

1,30,00,000

——

——

——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52P22040079629087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30,00,000

80,00,000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9&ikbZdk ¼iapk;r ;qok [ksydwn vfHk;ku½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PYKKA (Panchayat Yuva Khelkud Abhiyan)
(Central Share - 75 : State share - 25)

1,30,00,000

3,80,00,000

3,00,00,000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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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00

4,50,00,000

3,44,00,000

1,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1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2&dyk laLd`fr] [ksydwn] ,oa ;qok dk;Z foHkkx / Art Culture, Sports and Youth Affairs Department
eq[; 'kh"kZ&2204&[ksydwn rFkk ;qok lsok,a / SPORTS AND YOUTH SERVIC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800&vU; O;;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 & 10&jk"V¦ h ; ls o k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7 % jkT;ka ' k&5½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Central Share - 7 : State share - 5)

State Scheme - PYKKA (PANCHAYAT YUVA KHEL KUD ABHIYAN (75:25)(0434)
Centrl Scheme - Panchayat Yuva Krida aur Khel Abhiyan [99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35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52C220400800100335

——

15,00,000

1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15,00,000

1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V¦h; lsok ;kstuk ¼dsUnzka'k&7 % jkT;ka'k&5½ /
——

National Service Scheme (Central Share - 7 : State share - 5)

15,00,000

1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15,00,000
15,00,000
——
;ksx y?kq 'kh"kZ&800&vU; O;; /OTHER EXPENDITURE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04&[ksydwn rFkk ;qok lsok,a /
SPORTS AND YOUTH SERVICES

2,18,00,000

8,20,00,000

6,14,00,000

2,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12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52&dyk laLd`fr] [ksydwn] ,oa ;qok dk;Z foHkkx / Art Culture, Sports and Youth Affairs Department
35 &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61 & ØhMk izkRs lkgu / Insentive for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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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70,00,000
90,00,000

50,00,000
30,00,000

1,60,00,000

80,00,000

0
0
0
201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3&eRL; / Fishery
eq[; 'kh"kZ&2405&eNyh&ikyu / FISHERI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 & 101&vUrns Z ' kh; eNyh&ikyu / INLAND FISHERIES
mi 'kh"kZ & 17&,uŒ ,QŒ MhŒ chŒ ¼ds U n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N.F.D.B (Central Scheme-90:State Scheme-10)

State Scheme - NFDB (90:10)(0622)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OF WELFARE OF FISHERMEN [0078]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3P240500101170759

9,00,000

18,00,000

18,00,000

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9,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18,00,000

18,00,000

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7&,uŒ ,QŒ MhŒ chŒ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9,00,000

N.F.D.B (Central Scheme-90:State Scheme-10)

18,00,000

18,00,000

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 & 101&vUrns Z ' kh; eNyh&ikyu / INLAND FISHERIES
mi 'kh"kZ & 19&eRL; ikyd fodkl vfHkdj.k

/ Matshya Palak Vikash Abhikaran

State Scheme - NFDB (90:10)(0622)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OF WELFARE OF FISHERMEN [0078]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4

/ Constructions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foLr` r 'kh"kZ & 07&vU; O;;
59

53C240500101190544

7,35,687

10,50,000

10,50,000

——

1,32,978

4,50,000

4,50,000

——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3C2405001011907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8,68,665

Central Contribution

15,00,000

1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9&eRL; ikyd fodkl vfHkdj.k /
8,68,665

Matshya Palak Vikash Abhikaran

15,00,000

1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vUrnsZ'kh; eNyh&ikyu

/ INLAND FISHERIES

mi 'kh"kZ&21&lkewfgd chek ;kstu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3P240500101210759

/ Group Insurance scheme
3,86,657

7,00,000

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1&lkewfgd chek ;kstu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
Group Insurance scheme (Central Scheme-90:State Scheme-10)

3,86,657

7,00,000

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vUrnsZ'kh; eNyh&ikyu /
INLAND FISHERIES

21,55,322

40,00,000

40,00,000

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14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3&eRL; / Fishery
eq[; 'kh"kZ&2405&eNyh&ikyu / FISHERI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17&,uŒ ,QŒ MhŒ chŒ ¼ds U n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 N.F.D.B (Central Scheme-90:State Scheme-10)

State Scheme - GROUP ACCIDENT INSURANCE FOR ACTIVE FISHERMEN(0619)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OF WELFARE OF FISHERMEN [0078]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3P240500789170759

2,00,000

3,00,000

3,00,000

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5,86,657

State Contribution

10,00,000

10,00,000

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7&,uŒ ,QŒ MhŒ chŒ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2,00,000

N.F.D.B (Central Scheme-90:State Scheme-10)

3,00,000

3,00,000

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19&eRL; ikyd fodkl vfHkdj.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Matshya Palak Vikash Abhikaran

State Scheme - NFDB (90:10)(0622)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OF WELFARE OF FISHERMEN [0078]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4

/ Constructions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foLr` r 'kh"kZ & 07&vU; O;;
59

53C240500789190544

2,88,987

4,50,000

4,50,000

——

——

1,50,000

1,50,000

——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3C2405007891907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2,88,987

Central Contribution

6,00,000

6,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9&eRL; ikyd fodkl vfHkdj.k /
2,88,987

Matshya Palak Vikash Abhikaran

6,00,000

6,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21&lkew f gd chek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50 jkT;ka ' k%50½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Group Insurance scheme (Central Scheme-50:State Scheme-50)

53P240500789210759

1,93,314

2,00,000

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1&lkewfgd chek ;kstuk ¼dsUnzka'k%50 jkT;ka'k%50½ /
Group Insurance scheme (Central Scheme-50:State Scheme-50)

1,93,314

2,00,000

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6,82,301

11,00,000

11,00,000

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15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3&eRL; / Fishery
eq[; 'kh"kZ&2405&eNyh&ikyu / FISHERI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17&,uŒ ,QŒ MhŒ chŒ ¼ds U n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 N.F.D.B. (Central Scheme-90:State Scheme-10)

State Scheme - GROUP ACCIDENT INSURANCE FOR ACTIVE FISHERMEN(0619)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OF WELFARE OF FISHERMEN [0078]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3P240500796170759

9,00,000

9,00,000

9,00,000

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10,93,314

State Contribution

11,00,000

11,00,000

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7&,uŒ ,QŒ MhŒ chŒ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9,00,000

N.F.D.B. (Central Scheme-90:State Scheme-10)

9,00,000

9,00,000

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19&eRL; ikyd fodkl vfHkdj.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Fish farmers development Agency (Centre Share - 75 : State Share - 25)
State Scheme - NFDB (90:10)(0622)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OF WELFARE OF FISHERMEN [0078]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4

/ Constructions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foLr` r 'kh"kZ & 07&vU; O;;
59

53C240500796190544

6,92,175

6,00,000

6,00,000

——

——

3,00,000

3,00,000

——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3C2405007961907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6,92,175

Central Contribution

9,00,000

9,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9&eRL; ikyd fodkl vfHkdj.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Fish farmers development Agency
6,92,175

(Centre Share - 75 : State Share - 25)

9,00,000

9,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21&lkew f gd chek ;ks t uk ¼ds U nz k a ' k % 50 jkT;ka ' k % 50½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3P240500796210759

/ Group Insurance scheme (Central Scheme-50:State Scheme-50)
3,86,657

4,00,000

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3,86,657

4,00,000

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1&lkewfgd chek ;kstu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
Group Insurance scheme (Central Scheme-50:State Scheme-50)

3,86,657

4,00,000

4,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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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832

22,00,000

22,00,000

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8,16,455
73,00,000
73,00,000
40,00,000
dqy ;ksx&2405&eNyh&ikyu / FISHERIE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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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3&eRL; / Fishery
eq[; 'kh"kZ&4405&eNyh&ikyu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FISHERI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1&vUrnsZ'kh; eNyh&ikyu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INLAND FISHERIES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State Scheme - HOUSING SCHEME FOR FISHERMEN [ 50 : 50 ](0621)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OF WELFARE OF FISHERMEN [0078]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3C440500101020545

15,00,000

1,80,00,000

1,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5,00,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1,80,00,000

1,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3P440500101020545

——

1,80,00,000

1,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80,00,000

1,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
15,00,000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3,60,00,000

3,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5,00,000
3,60,00,000
3,60,00,000
——
;ksx y?kq 'kh"kZ&101&vUrnsZ'kh; eNyh&ikyu / INLAND FISHERIE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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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q v kjks a dk vkokl fuekZ . k ¼pkikdy lfgr½ ¼ds U nz k a ' k&50 % jkT;ka ' k&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State Scheme - HOUSING SCHEME FOR FISHERMEN [ 50 : 50 ](0621)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OF WELFARE OF FISHERMEN [0078]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3C440500789020545

57,10,000

70,00,000

86,8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57,10,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70,00,000

86,8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3P440500789020545

12,50,000

70,00,000

7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2,50,000

70,00,000

7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pkikdy lfgr½
¼dsUnzka'k&50 % jkT;ka'k&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69,60,000

1,40,00,000

1,56,8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69,60,000

1,40,00,000

1,56,8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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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3&eRL; / Fishery
eq[; 'kh"kZ&4405&eNyh&ikyu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FISHERI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State Scheme - HOUSING SCHEME FOR FISHERMEN [ 50 : 50 ](0621)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SCHEME OF WELFARE OF FISHERMEN [0078]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3C440500796020545

80,00,000

1,00,00,000

1,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80,00,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1,00,00,000

1,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3P440500796020545

——

1,00,00,000

1,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00,00,000

1,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eNqvkjksa dk vkokl fuekZ.k ¼dsUnzka'k % 50 jkT;ka'k % 50½ /
Construction of house for fishermen

80,00,000

2,00,00,000

2,2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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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0

2,00,00,000

2,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405&eNyh&iky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FISHERIES

1,64,60,000

7,00,00,000

7,36,8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18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53&eRL; / Fishery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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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

40,00,000

--

4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4&Ms;jh / Dairy
eq[; 'kh"kZ&2404&Msjh fodkl / DAIRY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2&Msjh fodkl ifj;kstuk
mi 'kh"kZ&12&QhM ,.M QkWMj Msoyies.V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DAIRY DEVELOPMENT PROJECTS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102120679

——

8,50,00,000

8,87,8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QhM ,.M QkWMj Msoyies.V /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8,50,00,000

8,87,8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Msjh fodkl ifj;kstuk
mi 'kh"kZ & 31&pS i dVj ;ks t uk /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 DAIRY DEVELOPMENT PROJECTS

Chaff Cutter Scheme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102310679

2,56,31,25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56,31,250
——
——
——
;ksx mi 'kh"kZ&31&pSi dVj ;kstuk /Chaff Cutter Scheme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Msjh fodkl ifj;kstuk

/ DAIRY DEVELOPMENT PROJECTS

mi 'kh"kZ&34&pkjk cht laxzg.k ,oa forj.k dk;ZØe ¼dsUnzka'k&75 % jkT;ka'k& 25½

/

Programme of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odder Seeds (Central Share - 75 : State Share-2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102340679

2,06,59,687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4&pkjk cht laxzg.k ,oa forj.k dk;ZØe
¼dsUnzka'k&75 % jkT;ka'k& 25½ /
Programme of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odder Seeds
(Central Share - 75 : State Share-25)

2,06,59,687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2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4&Ms;jh / Dairy
eq[; 'kh"kZ&2404&Msjh fodkl / DAIRY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2&Msjh fodkl ifj;kstu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DAIRY DEVELOPMENT PROJECTS

mi 'kh"kZ & 41&pkjk cht la x z g .k ,oa forj.k dk;Z Ø e ¼75%25½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Fodder Sub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75:25)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102410679

——

——

——

1,3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4,62,90,937

Central Contribution

8,50,00,000

8,87,80,000

1,3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P240400102410679

——

——

——

4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4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pkjk cht laxzg.k ,oa forj.k dk;ZOe ¼75%25½ /
——

Fodder Sub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75:25)

——

——

1,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Msjh fodkl ifj;kstuk

/ DAIRY DEVELOPMENT PROJECTS

mi 'kh"kZ & 42&,tks y k mRiknu ,oa iz R ;{k.k bdkbZ ¼50%50½

/ Azolla Cultivation and Demonstration Unit (50 : 50)
State Scheme - ASSISTANCE TO FODDER SEED PROCUREMENT & DISTRIBUTION PROGRAMME(75:25)(0475)
Centra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79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102420679
——
——
——

3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P240400102420679

——

——

——

3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2&,tksyk mRiknu ,oa izR;{k.k bdkbZ ¼50%50½ /
——

Azolla Cultivation and Demonstration Unit (50 : 50)

——

——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Msjh fodkl ifj;kstuk

/ DAIRY DEVELOPMENT PROJECTS

mi 'kh"kZ & 43&gLrpkfyr pS 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Distribution of Hand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State Scheme - AZOLLA CULTIVATION AND DEMONSTRATION UNIT (50:50)(0476)
Centra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54C240400102430679
——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3,3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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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gLrpkfyr pS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

Distribution of Hand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

——

3,36,6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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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4&Ms;jh / Dairy
eq[; 'kh"kZ&2404&Msjh fodkl / DAIRY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2&Msjh fodkl ifj;kstu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DAIRY DEVELOPMENT PROJECTS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mi 'kh"kZ & 44&fo|q r pkfyr pS 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Distribution of Power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State Scheme - DISTRIBUTION OF HAND OPERATED CHAFF CUTTER (75:25)(0478)
Centra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79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102440679
——
——
——

2,1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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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fo|qr pkfyr pS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

——

——

2,15,10,000

4,62,90,937

8,50,00,000

8,87,80,000

7,91,70,000

Distribution of Power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Msjh fodkl ifj;kstuk /
DAIRY DEVELOPMENT PROJECT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41&pkjk cht la x z g .k ,oa forj.k dk;Z O e ¼75%25½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Fodder Sub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75:25)
State Scheme - DISTRIBUTION OF POWER OPERATED CHAFF CUTTER (75:25)(0477)
Centra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789410679
——
——
——

29,25,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

——

5,80,9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4P240400789410679

——

——

——

9,75,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9,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pkjk cht laxzg.k ,oa forj.k dk;ZOe ¼75%25½ /
——

Fodder Sub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75:25)

——

——

3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42&,tks y k mRiknu ,oa iz R ;{k.k bdkbZ ¼50%50½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Azolla Cultivation and Demonstration Unit (50 : 50)
State Scheme - ASSISTANCE TO FODDER SEED PROCUREMENT & DISTRIBUTION PROGRAMME(75:25)(0475)
Centr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789420679
——
——
——

6,5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

——

6,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4P240400789420679

——

——

——

6,5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6,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2&,tksyk mRiknu ,oa izR;{k.k bdkbZ ¼50%50½ /
——

Azolla Cultivation and Demonstration Unit (50 : 50)

——

——

1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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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4&Ms;jh / Dairy
eq[; 'kh"kZ&2404&Msjh fodkl / DAIRY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43&gLrpkfyr pS 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Distribution of Hand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State Scheme - AZOLLA CULTIVATION AND DEMONSTRATION UNIT (50:50)(0476)
Centra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789430679
——
——

——

72,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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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gLrpkfyr pS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

Distribution of Hand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

——

72,4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44&fo|q r pkfyr pS 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Distribution of Power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State Scheme - DISTRIBUTION OF HAND OPERATED CHAFF CUTTER (75:25)(0478)
Centra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789440679
——
——
——

46,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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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fo|qr pkfyr pS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

Distribution of Power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

——

46,6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1,71,1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41&pkjk cht la x z g .k ,oa forj.k dk;Z Ø e ¼75%25½

/ Fodder Sub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75:25)
State Scheme - DISTRIBUTION OF POWER OPERATED CHAFF CUTTER (75:25)(0477)
Centra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C240400796410679
——
——
——

60,75,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79,8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P240400796410679

——

——

——

20,25,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20,2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pkjk cht laxzg.k ,oa forj.k dk;ZØe ¼75%25½ /
——

Fodder Sub Procurement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75:25)

——

——

8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2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4&Ms;jh / Dairy
eq[; 'kh"kZ&2404&Msjh fodkl / DAIRY DEVELOPMENT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TRIBAL AREAS SUB-PLAN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mi 'kh"kZ & 42&,tks y k mRiknu ,oa iz R ;{k.k bdkbZ ¼50%50½

/ Azolla Cultivation and Demonstration Unit (50 : 50)
State Scheme - ASSISTANCE TO FODDER SEED PROCUREMENT & DISTRIBUTION PROGRAMME(75:25)(0475)
Centra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54C240400796420679
——
——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3,5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3,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4P240400796420679

——

——

——

13,5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13,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2&,tksyk mRiknu ,oa izR;{k.k bdkbZ ¼50%50½ /
——

Azolla Cultivation and Demonstration Unit (50 : 50)

——

——

2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43&gLrpkfyr pS 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Distribution of Hand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State Scheme - AZOLLA CULTIVATION AND DEMONSTRATION UNIT (50:50)(0476)
Centra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54C240400796430679
——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1,53,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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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gLrpkfyr pS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

Distribution of Hand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

——

1,53,4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44&fo|q r pkfyr pS 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Distribution of Power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State Scheme - DISTRIBUTION OF HAND OPERATED CHAFF CUTTER (75:25)(0478)
Central Scheme - FEED AND FODDER DEVELOPMENT SCHEME [128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54C240400796440679
——
——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96,75,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2,50,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4&fo|qr pkfyr pSQ dVj dk forj.k ¼75%25½ /
——

Distribution of Power operated Chaff Culter (75:25)

——

——

96,75,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

TRIBAL AREAS SUB-PLAN

——

——

3,58,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04&Msjh fodkl / DAIRY DEVELOPMENT
4,62,90,937
8,50,00,000
8,87,80,000
13,2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24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54&Ms;jh / Dairy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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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11,96,00,000

1,25,00,000

11,96,00,000

1,25,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5&xzkeh.k dk;Z foHkkx / Rural Works Department
eq[; 'kh"kZ&4515&vU; xzke fodkl dk;ZØeksa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OTHER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y?kq 'kh"kZ&103&xzkeh.k fodkl / RURAL DEVELOPMENT
mi 'kh"kZ & 37&iz / kku xz k e lM+ d ;ks t uk

/ Pradhan Mantri Gram Sadak Yojna

State Scheme - PRADHAN MANTRI GRAM SADAK YOJANA (PMGSY)(0954)
Centrl Scheme - PRADHAN MANTRI GRAM SADAK YOJANA (PMGSY) [0828]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45

/ Constructions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5C451500103370545

——

——

——

8,0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8,0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7&iz/kku xzke lM+d ;kstuk
——

/Pradhan Mantri Gram Sadak Yojna

——

——

8,0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3&xzkeh.k fodkl
——

/RURAL DEVELOPMENT

——

——

8,0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515&vU; xzke fodkl dk;ZØeksa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OTHER RURAL DEVELOPMENT
——

PROGRAMMES

——

——

8,0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26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55&xzkeh.k dk;Z foHkkx / Rural Works Department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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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8,00,00,00,000

--

8,00,00,00,000

--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6&iapk;rh jkt ,oa ,uŒvkjŒbZŒihŒ ¼fo'ks"k izeMa y½ foHkkx /
Panchayati Raj and N.R.E.P. (Special Divisional) Department
eq[; 'kh"kZ&2515&vU; xzke fodkl dk;ZØe / OTHER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y?kq 'kh"kZ&101&iapk;rh jkt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 PANCHAYATI RAJ

mi 'kh"kZ&37&jktho xka/kh iapk;r l'kfDrdj.k vfHk;ku ¼dsUnzka'k 75 % jkT;ka'k 25½ /

Raji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 (Center Share 75 : State Share 25)
State Scheme - RAJEE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 (RGPSA) (75:25)(0002)
Centrl Scheme - RAJI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RGPSA) [1632]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56P251500101370335
——
——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56P251500101370678
——
——

——

23,74,00,000

——

5,52,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7&jktho xka/kh iapk;r l'kfDrdj.k vfHk;ku ¼dsUnzka'k 75 % jkT;ka'k 25½ /
Raji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
(Center Share 75 : State Share 25)

——

——

——

29,2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
29,26,00,000
;ksx y?kq 'kh"kZ&101&iapk;rh jkt / PANCHAYATI RAJ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37&jktho xka/kh iapk;r l'kfDrdj.k vfHk;ku ¼dsUnzka'k 75 % jkT;ka'k 25½ /

Raji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 (Center Share 75 : State Share 25)
State Scheme - RAJEE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 (RGPSA) (75:25)(0002)
Centrl Scheme - RAJI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RGPSA) [1632]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56P251500789370335
——
——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56P251500789370678
——
——

——

4,60,00,000

——

1,07,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7&jktho xka/kh iapk;r l'kfDrdj.k vfHk;ku ¼dsUnzka'k 75 % jkT;ka'k 25½ /
Raji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
(Center Share 75 : State Share 25)

——

——

——

5,67,00,000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

5,67,00,000

——

9,95,00,000

——

2,3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37&jktho xka/kh iapk;r l'kfDrdj.k vfHk;ku ¼dsUnzka'k 75 % jkT;ka'k 25½ /

Raji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 (Center Share 75 : State Share 25)
State Scheme - RAJEE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 (RGPSA) (75:25)(0002)
Centrl Scheme - RAJI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RGPSA) [1632]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56P251500796370335
——
——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56P251500796370678
——
——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

47,20,00,000

Rajiv Gandhi Panchayat Sashaktikaran Abhiyan
(Center Share 75 : State Share 25)

——

——

——

12,27,00,000

TRIBAL AREAS SUB-PLAN

——

——

——

12,27,00,000

OTHER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

——

——

47,20,00,00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7&jktho xka/kh iapk;r l'kfDrdj.k vfHk;ku ¼dsUnzka'k 75 % jkT;ka'k 25½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515&vU; xzke fodkl dk;ZØe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28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56&iapk;rh jkt ,oa ,uŒvkjŒbZŒihŒ ¼fo'ks"k izeaMy½ foHkkx /
Panchayati Raj and N.R.E.P. (Special Divisional) Department

35 &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78 &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dqy ;ksx / Grand Total: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129

---

38,29,00,000
8,91,00,000

--

47,2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y?kq 'kh"kZ&109&jktdh; ekF;fed fo|ky;
mi 'kh"kZ & 02&jk"Vª h ; es ? kk Nk=o` f Rr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59

vU; O;; / Other Charges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Expenditure
58C220202109020759

10,82,21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10,82,21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jktdh; ekF;fed fo|ky;

/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mi 'kh"kZ&35&jk"Vªh; ek/;fed f'k{kk vfHk;k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58C220202109350679
——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46,92,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0,82,219

Central Contribution

——

——

46,9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P220202109350679

——

17,34,00,000

7,34,00,000

15,64,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7,34,00,000

7,34,00,000

15,6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5&jk"Vªh; ek/;fed f'k{kk vfHk;k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

17,34,00,000

7,34,00,000

62,5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jktdh; ekF;fed fo|ky;

/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mi 'kh"kZ&36&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ekWMy fo|ky;ksa dh LFkki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Establishment of Model Schools under CSPS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State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75: 25](0824)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13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79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C220202109360679
——
——
——
10,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P220202109360679

——

12,24,00,000

——

10,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2,24,00,000

——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6&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ekWMy fo|ky;ksa dh LFkki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Establishment of Model Schools under CSPS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

12,24,00,000

——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3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2&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y?kq 'kh"kZ&109&jktdh; ekF;fed fo|ky;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mi 'kh"kZ&45&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ckfydkvksa ds fy, Nk=kokl fuekZ.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under RMSA (CSPS) (Central Share-90 : State share-10)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OF MODEL SCHOOL [50: 50](0825)
Centrl Scheme - SCHEME FOR SETTING UP OF 6000 MODEL SCHOOLS AT BLOCK LEVEL AS BENCHMARK OF EXCELLENCE
[132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C220202109450679

——

——

——

77,40,94,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77,40,94,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P220202109450679

——

——

——

9,29,6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

9,29,6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5&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ckfydkvksa ds fy, Nk=kokl fuekZ.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under RMSA (CSPS)
——

(Central Share-90 : State share-10)

——

——

86,70,54,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9&jktdh; ekF;fed fo|ky; /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S

10,82,219

29,58,00,000

7,34,00,000

1,69,26,54,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02&jk"Vª h ; es ? kk Nk=o` f Rr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State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75: 25](0824)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1323]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8C220202789020759

6,98,000

——

——

18,3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6,98,000

——

——

18,3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6,98,000
——
——
18,3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3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35&jk"Vªh; ek/;fed f'k{kk vfHk;k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75: 25](0824)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13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P220202789350679

——

5,44,00,000

5,44,00,000

6,12,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5,44,00,000

5,44,00,000

6,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5&jk"Vªh; ek/;fed f'k{kk vfHk;k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5,44,00,000

5,44,00,000

6,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32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36&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ekWMy fo|ky;ksa fd LFkki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Establishment of Model Schools under CSPS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State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75: 25](0824)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13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C220202789360679
——
——
——

3,4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

——

3,40,00,000

——

3,84,00,000

——

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8P220202789360679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

3,84,00,000

——

3,40,00,000

——

3,84,00,000

——

6,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6&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ekWMy fo|ky;ksa fd LFkki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Establishment of Model Schools under CSPS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45&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ckfydkvksa ds fy, Nk=kokl fuekZ.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under RMSA (CSPS) (Central Share-90 : State share-10)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OF MODEL SCHOOL [50: 50](0825)
Centrl Scheme - SCHEME FOR SETTING UP OF 6000 MODEL SCHOOLS AT BLOCK LEVEL AS BENCHMARK OF EXCELLENCE
[132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79
58C220202789450679
——
——
——
20,64,00,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

——

——

20,64,00,000

——

——

——

1,2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8P220202789450679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

——

——

1,28,00,000

——

——

——

21,92,00,000

9,28,00,000

5,44,00,000

53,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5&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ckfydkvksa ds fy, Nk=kokl fuekZ.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under RMSA (CSPS)
(Central Share-90 : State share-1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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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mi 'kh"kZ & 02&jk"Vª h ; es ? kk Nk=o` f Rr

/ TRIBAL AREAS SUB-PLAN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State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75: 25](0824)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1323]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8C220202796020759
16,97,5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Central Contribution

16,97,500

——

——

——

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16,97,500

——

——

——

dsUnzka'k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jk"Vªh; es?kk Nk=o`fRr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3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22&>kj[k.M {ks= ds fy;s fo'ks"k vaxhHkwr ;kstuk ds vUrxZr dEI;wVj lk{kjrk

/

Computer Literacy under Special Integrated Scheme for Jharkhand Area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P220202796220679

——

5,00,000

——

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5,00,000

——

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2&>kj[k.M {ks= ds fy;s fo'ks"k vaxhHkwr ;kstuk ds vUrxZr dEI;wVj lk{kjrk /
Computer Literacy under Special Integrated Scheme for Jharkhand Area

——

5,00,000

——

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35&jk"Vªh; ek/;fed f'k{kk vfHk;k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75: 25](0824)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13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79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C220202796350646

——

58C220202796350679

——

——

——

45,00,000

——

——

36,2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36,7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79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P220202796350646

——

58P220202796350679

——

10,00,000

11,12,00,000

10,00,000

15,00,000

1,12,00,000

12,09,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1,22,00,000

1,22,00,000

12,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5&jk"Vªh; ek/;fed f'k{kk vfHk;ku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11,22,00,000

1,22,00,000

48,9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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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36&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ekWMy fo|ky;ksa dh LFkki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Establishment of Model Schools under CSPS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State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75: 25](0824)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13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C220202796360679

——

——

——

6,6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6,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P220202796360679

——

7,92,00,000

——

6,6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7,92,00,000

——

6,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6&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ekWMy fo|ky;ksa dh LFkkiuk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Establishment of Model Schools under CSPS
——

(Central Share-50 : State share-50)

7,92,00,000

——

13,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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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5&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ckfydkvksa ds fy, Nk=kokl fuekZ.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under RMSA (CSPS) (Central Share-90 : State share-10)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OF MODEL SCHOOL [50: 50](0825)
Centrl Scheme - SCHEME FOR SETTING UP OF 6000 MODEL SCHOOLS AT BLOCK LEVEL AS BENCHMARK OF EXCELLENCE
[1324]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C220202796450679
——
——
——
43,58,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43,5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P220202796450679

——

10,00,000

——

2,21,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0,00,000

——

2,2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5&dsUnz izk;ksftr ;kstukUrZxr ckfydkvksa ds fy, Nk=kokl fuekZ.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under RMSA (CSPS)
(Central Share-90 : State share-10)

——

10,00,000

——

45,7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60&>kj[k.M {ks= ds fy, vkjO,eO,lO,O vUrxZr dEI;wVj lk{kjrk

/
Computer Literacy (ICT) Under RMSA Scheme for Jharkhand Area
State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75: 25](0824)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MADHYAMIK SHIKSHA ABHIYAN (RMSA) [13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8C220202796600679
——
——
——

15,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0&>kj[k.M {ks= ds fy, vkjO,eO,lO,O vUrxZr dEI;wVj lk{kjrk /
——

Computer Literacy (ICT) Under RMSA Scheme for Jharkhand Area

——

——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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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500

19,29,00,000

1,22,00,000

1,08,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34,77,719

58,15,00,000

14,00,00,000

3,30,61,54,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34,77,719
58,15,00,000
14,00,00,000
3,30,61,54,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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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eq[; 'kh"kZ&4202&f'k{kk] [ksydwn] dyk rFkk laLd`fr ij iwta 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EDUCATION, SPORTS, ART AND CULTURE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y?kq 'kh"kZ & 202&ekF;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mi 'kh"kZ & 45&ckfydkvks a ds fy, Nk=kokl dk fuekZ . k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58C420201202450545

——

——

24,53,46,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5&ckfydkvksa ds fy, Nk=kokl dk fuekZ.k /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

24,53,46,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2&ekF;fed f'k{kk /
——

SECONDARY EDUCATION

——

24,53,46,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 & 45&ckfydkvks a ds fy, Nk=kokl dk fuekZ . k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58C420201789450545

——

——

1,93,7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5&ckfydkvksa ds fy, Nk=kokl dk fuekZ.k /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

1,93,7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1,93,7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45&ckfydkvks a ds fy, Nk=kokl dk fuekZ . k
foLr` r 'kh"kZ & 05&fuekZ . k / Constructions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58C420201796450545

——

——

25,81,3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52,28,46,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5&ckfydkvksa ds fy, Nk=kokl dk fuekZ.k /
——

Construction of Girls Hostel

——

25,81,3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

TRIBAL AREAS SUB-PLAN

——

25,81,3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
52,28,46,000
——
;ksx mi&eq[; 'kh"kZ&01&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202&f'k{kk] [ksydwn] dyk rFkk laLd`fr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EDUCATION, SPORTS,
——

ART AND CULTURE

——

52,28,46,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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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58&ek/;fed f'k{kk / Secondary Education
46 &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dqy ;ksx / Grand Total: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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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0
18,36,00,000
2,44,96,94,000

15,00,000
-66,68,60,000

2,63,77,94,000

66,83,6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101&jktdh; izkFkfed fo|ky;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S

mi 'kh"kZ & 03&ljLorhokfguh ¼e/;ku~ Hkks t u dk;Z Ø e½

/ Saraswatiwahini (Mid Day Meal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59C220201101030646
——
26,00,00,000
26,00,00,000
25,40,00,000
79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101030679

——

1,48,00,00,000

1,48,00,00,000

1,26,73,08,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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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 & 08&ys [ kk lek;ks t u
69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 Accounting Adjustment
59C220201101030869

56,26,69,927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ljLorhokfguh ¼e/;ku~ Hkkstu dk;ZØe½ /
56,26,69,927

Saraswatiwahini (Mid Day Meal Programme)

1,74,00,00,000

1,74,00,00,000

1,52,13,08,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jktdh; izkFkfed fo|ky;

/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S

mi 'kh"kZ & 05&LVks j lg fdpu 'ks M dk fuekZ . k

/ Construction of Store cum kitchen Shade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9C220201101050759
82,39,33,000
14,40,00,000
14,40,00,000
14,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38,66,02,927

Central Contribution

1,88,40,00,000

1,88,40,00,000

1,66,53,08,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P220201101050679

——

7,20,00,000

7,20,00,000

7,20,00,000

——

——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 Accounting Adjustment
59P220201101050870

26,26,72,5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26,26,72,500

State Contribution

7,20,00,000

7,20,00,000

7,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LVksj lg fdpu 'ksM dk fuekZ.k /
1,08,66,05,500

Construction of Store cum kitchen Shade

21,60,00,000

21,60,00,000

21,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jktdh; izkFkfed fo|ky;

/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S

mi 'kh"kZ & 07&cÙkZ u ,oa vU; midj.kks a dk cnyko rFkk Ø;

/ Purchase of Utensils and exchange of other equipments and Purchase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9C220201101070759
1,29,95,000
4,00,00,000
4,00,00,000
1,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cÙkZu ,oa vU; midj.kksa dk cnyko rFkk Ø; /
Purchase of Utensils and exchange of other equipments and Purchase 1,29,95,000

4,00,00,000

4,00,00,000

1,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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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101&jktdh; izkFkfed fo|ky;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S

mi 'kh"kZ & 24&e/;kg~ u Hkktu dk;Z Ø e gs r q [kk|kUu mBko gs r q gFkkyu O;;

/ Handling Charge for Lifting of Mid-day-meal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a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59C220201101240323
1,75,12,127
——
——
——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59C220201101240679
——
3,80,00,000
3,80,00,000
2,90,00,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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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kg~u Hkktu dk;ZØe gsrq [kk|kUu mBko gsrq gFkkyu O;; /
Handling Charge for Lifting of Mid-day-meal Programme

1,75,12,127

3,80,00,000

3,80,00,000

2,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jktdh; izkFkfed fo|ky;

/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S

mi 'kh"kZ&27&e/;kg~u Hkkstu dk;ZØe ds rgr~ [kk|kUu dk ewY; gsrq jkf'k

/ Prices of food grain for Mid-day-meal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9C220201101270759
25,38,85,015
36,00,00,000
36,00,00,000
1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7&e/;kg~u Hkkstu dk;ZØe ds rgr~ [kk|kUu dk ewY; gsrq jkf'k /
Prices of food grain for Mid-day-meal Programme

25,38,85,015

36,00,00,000

36,00,00,000

1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jktdh; izkFkfed fo|ky; /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S

1,93,36,67,569

2,39,40,00,000

2,39,40,00,000

1,97,33,08,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 & 105&vukS i pkfjd f'k{kk / NON-FORMAL EDUCATION
mi 'kh"kZ & 04&ljLorhokfguh ¼e/;ku~ Hkks t u ds vuq J o.k ,oa ew Y ;ka d u gs r q ½

/ Sarswatiwahini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Mid Day Meal)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105040679
——
5,88,00,000
5,88,00,000
3,06,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69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 Accounting Adjustment
59C220201105040869

77,10,87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ljLorhokfguh ¼e/;ku~ Hkkstu ds vuqJo.k ,oa ewY;kadu gsrq½ /
Sarswatiwahini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Mid Day Meal)

77,10,873

5,88,00,000

5,88,00,000

3,0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5&vukSipkfjd f'k{kk /
NON-FORMAL EDUCATION

77,10,873

5,88,00,000

5,88,00,000

3,0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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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 & 107&v/;kid iz f 'k{k.k / TEACHERS TRAINING
mi 'kh"kZ&42&Mk;V

/ D.I.E.T.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7

/ Pay and Allowances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foLr` r 'kh"kZ & 07&vU; O;;
59

59C220201107420107

——

84,00,000

84,00,000

84,00,000

——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

1,56,00,000

1,56,00,000

1,56,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59C220201107420315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9C2202011074207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29,21,03,015

Central Contribution

53,28,00,000

53,28,00,000

30,2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59P220201107420315

——

40,00,000

——

40,00,000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59P220201107420335

——

28,00,000

——

28,00,000

——

52,00,000

——

52,00,000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9P2202011074207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20,00,000

——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2&Mk;V / D.I.E.T.
——
4,80,00,000
3,60,00,000
4,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4,80,00,000
3,60,00,000
4,80,00,000
;ksx y?kq 'kh"kZ&107&v/;kid izf'k{k.k / TEACHERS TRAINING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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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111&loZ f'k{kk vfHk;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ARVA SHIKSHA ABHIYAN

mi 'kh"kZ & 25&loZ f 'k{kk vfHk;ku ¼ds U nz k a ' k&55 % jkT;ka ' k&45½

/ Grant-in-Aid to Sarva Siksha Abhiyan (Central Share-65 : State Share-35)

State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CL.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75:25(0939)
Centrl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999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46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59C220201111250646

——

——

——

1,47,30,00,000

——

——

1,68,33,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59C220201111250678

——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111250679

——

——

——

1,05,19,8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4,20,82,8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59P220201111250646

33,02,24,916

72,10,00,000

44,10,00,000

79,31,00,000

57,40,00,000

90,64,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78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59P220201111250678

46,19,97,000

82,40,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P220201111250679

52,77,00,000

51,50,00,000

38,27,00,000

56,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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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loZf'k{kk vfHk;ku ¼dsUnzka'k&55 % jkT;ka'k&45½ /
Grant-in-Aid to Sarva Siksha Abhiyan
(Central Share-65 : State Share-35)

1,31,99,21,916

2,06,00,00,000

1,39,77,00,000

6,47,42,8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1&loZ f'k{kk vfHk;ku /
SARVA SHIKSHA ABHIYAN

1,31,99,21,916

2,06,00,00,000

1,39,77,00,000

6,47,42,8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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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 & 112&fo|ky;ks a es a e/;ku Hkks t u la c a / kh jk"Vª h ; dk;Z Ø e /
NATIONAL PROGRAMME OF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 'kh"kZ&03&jktdh; izkFkfed ,oa e/; fo|ky; ljLorh okfguh ¼+e/;ku~ Hkkstu dk;ZØe gsrq½ /
Gov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Saraswati Wahini (Mid-day-meal programme)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SARVA SIKSHA ABHIYAN (S.S.A) (65 : 35)(0936)
Centrl Scheme - SARVA SHIKSHA ABHIYAN (SSA) [0279]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46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59P220201112030646

——

10,32,00,000

10,32,00,000

16,74,00,000

45,28,00,000

47,5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P220201112030679

30,35,67,930

45,28,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62,34,89,846

2,61,60,00,000

1,95,37,00,000

2,90,8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jktdh; izkFkfed ,oa e/; fo|ky; ljLorh okfguh ¼+e/;ku~ Hkkstu dk;ZØe gsrq½ /
Gov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Saraswati Wahini (Mid-day-meal programme)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30,35,67,930

55,60,00,000

55,60,00,000

64,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2&fo|ky;ksa esa e/;ku Hkkstu laca/kh jk"Vªh; dk;ZØe /
NATIONAL PROGRAMME OF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30,35,67,930

55,60,00,000

55,60,00,000

64,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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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3&jktdh; izkFkfed ,oa e/; fo|ky; ljLorh okfguh ¼e/;kg~u Hkkstu dk;ZØe gsrq½

/

Gov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Saraswati Wahini (Mid-day-meal programme)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46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59C220201789030646

——

12,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62,00,00,000

48,30,4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89030679

——

62,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69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59C220201789030869

63,85,04,432

——

——

——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59C220201789030870

1,22,53,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65,07,57,432

Central Contribution

74,00,00,000

74,00,00,000

60,30,4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59P220201789030646

——

4,08,00,000

4,08,00,000

6,56,20,000

22,61,00,000

23,80,00,000

——

——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P220201789030679

26,000

22,61,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 Accounting Adjustment
59P220201789030870

24,87,34,036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24,87,60,036

26,69,00,000

26,69,00,000

30,36,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jktdh; izkFkfed ,oa e/; fo|ky; ljLorh okfguh
¼e/;kg~u Hkkstu dk;ZØe gsrq½ /
Gov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Saraswati Wahini
(Mid-day-meal programme)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89,95,17,468

1,00,69,00,000

1,00,69,00,000

90,66,6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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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Sub Major/Minor/Sub Head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04&ljLorhokfguh ¼e/;kg~ u Hkks t u ds vuq J o.k ,oa ew Y ;ka d u gs r q ½

/ Saraswatiwahini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Mid Day Meal)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59C220201789040679
——
2,50,00,000
2,50,00,000
1,40,21,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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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59C220201789040759

vU; O;; / Other Charges

1,36,51,907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ljLorhokfguh ¼e/;kg~u Hkkstu ds vuqJo.k ,oa ewY;kadu gsrq½ /
Saraswatiwahini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Mid Day Meal)

1,36,51,907

2,50,00,000

2,50,00,000

1,40,2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05&LVks j lg fdpu 'ks M dk fuekZ . k

/ Construction of Store-Cum-Kitchen Shade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89050679

——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

——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59C220201789050759

vU; O;; / Other Charges

33,81,15,5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LVksj lg fdpu 'ksM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Store-Cum-Kitchen Shade

33,81,15,500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07&cÙkZ u ,oa vU; midj.kks a dk cnyko rFkk Ø;

/ Purchase of utensils and exchange and purchase of other equi pments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89070679
——
1,70,00,000
1,70,00,000
1,1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59C220201789070759

vU; O;; / Other Charges

1,65,79,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cÙkZu ,oa vU; midj.kksa dk cnyko rFkk Ø; /
Purchase of utensils and exchange and purchase
of other equi pments

1,65,79,000

1,70,00,000

1,70,00,000

1,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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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22&e/;kg~ u Hkks t u dk;Z Ø e gs r q [kk|kUu mBko gs r q gFkkyu O;;

/ Handling Charge for Lifting of Mid-day-meal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89220679
——
1,60,00,000
1,6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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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kg~u Hkkstu dk;ZØe gsrq [kk|kUu mBko gsrq gFkkyu O;; /
——

Handling Charge for Lifting of Mid-day-meal Programme

1,60,00,000

1,6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mi 'kh"kZ&25&loZf'k{kk vfHk;ku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gsrq lgk;~; vuqnku ¼dsUnzka'k&65 % jkT;ka'k&35½ /

Grant-in-Aid for Sarva Siksha Abhiyan (Central Share-65 : State Share-35)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59C220201789250646
——
——
——
62,60,00,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78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79

59C220201789250678

——

——

——

71,54,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89250679

——

——

——

44,71,19,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36,83,46,407

Central Contribution

11,80,00,000

11,80,00,000

1,88,35,4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78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79

59P220201789250646

59P220201789250678

16,78,78,824

19,19,52,000

30,64,00,000

35,02,00,000

22,64,00,000

33,71,00,000

23,02,00,000

38,52,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P220201789250679

12,03,77,400

21,89,00,000

15,48,85,000

24,07,5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48,02,08,224

87,55,00,000

61,14,85,000

96,30,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5&loZf'k{kk vfHk;ku
gsrq lgk;~; vuqnku ¼dsUnzka'k&65 % jkT;ka'k&35½ /
Grant-in-Aid for Sarva Siksha Abhiyan
(Central Share-65 : State Share-35)

48,02,08,224

87,55,00,000

61,14,85,000

2,75,15,69,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46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27&e/;kg~u Hkkstu dk;ZØe ds rgr~ [kk|kUu dk ewY; gsrq jkf'k

/ Handling Charge for Lifting of Mid- day-meal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SARVA SIKSHA ABHIYAN (S.S.A) (65 : 35)(0936)
Centrl Scheme - SARVA SHIKSHA ABHIYAN (SSA) [0279]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79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89270679

——

15,30,00,000

15,30,00,000

12,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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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kg~u Hkkstu dk;ZØe ds rgr~ [kk|kUu dk ewY; gsrq jkf'k /
——

Handling Charge for Lifting of Mid- day-meal Programme

15,30,00,000

15,30,00,000

12,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42&Mk;V

/ D.I.E.T.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9C220201789420759
——
1,53,00,000
1,53,00,000
1,5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16,83,00,000

16,83,00,000

13,8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59

vU; O;; / Other Charges

59P220201789420759

——

51,00,000

——

5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2&Mk;V / D.I.E.T.
——
2,04,00,000
1,53,00,000
2,0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44&jkT; lk{kjrk fe'ku izkf/kdj.k +,lŒ ,yŒ ,eŒ dks lgk;~; vuqnku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CL.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75:25(0939)
Centrl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999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P220201789440679
——
68,00,000
20,00,000
68,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19,00,000

20,00,000

1,1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4&jkT; lk{kjrk fe'ku izkf/kdj.k ¼,lŒ ,yŒ ,eŒ½
dks lgk;~; vuqnku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

68,00,000

20,00,000

6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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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48&'kS { kf.kd fodkl gs r q lgk;rk vUrxZ r jkT; lk{kjrk fe'ku iz k f/kdj.k dks lgk;~ ; vuq n ku & ¼ds U nz k a ' k&75 % jkT;ka ' k&25½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e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Under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al Share-75: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CL.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75:25(0939)
Centrl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999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59C220201789480679
——
——
——
2,04,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 x mi 'kh"kZ & 48&'kS { kf.kd fodkl gs r q lgk;rk vUrxZ r jkT; lk{kjrk
fe'ku iz k f/kdj.k dks lgk;~ ; vuq n ku & ¼ds U nz k a ' k&75 % jkT;ka ' k&25½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e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Under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al Share-75: State Share-25)
——
——
——
2,0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a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1,74,80,72,099
2,18,06,00,000
1,90,66,85,000
3,92,38,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03&jktdh; iz k Fkfed ,oa e/; fo|ky; ljLorhokfguh ¼e/;ku~ Hkks t u ds vuq J o.k ,oa ew Y ;ka d u gs r q ½ /
Gov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Saraswati Wahini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Mid-day-meal)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CL.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75:25(0939)
Centrl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999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59C220201796030646
1,01,42,843
28,00,00,000
28,00,00,000
27,2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59C220201796030679
——
1,59,00,00,000
1,59,00,00,000
1,30,35,41,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 U nz k a ' k / Central Contribution
1,01,42,843
1,87,00,00,000
1,87,00,00,000
1,59,59,4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59P220201796030646
——
9,60,00,000
9,60,00,000
16,29,8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59P220201796030679
——
53,11,00,000
53,11,00,000
55,7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 ' k / State Contribution
——
62,71,00,000
62,71,00,000
71,99,8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 x mi 'kh"kZ & 03&jktdh; iz k Fkfed ,oa e/; fo|ky; ljLorh okfguh
¼e/;ku~ Hkkstu ds vuqJo.k ,oa ewY;kadu gsrq½ /
Gov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Saraswati Wahini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Mid-day-meal)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1,01,42,843
2,49,71,00,000
2,49,71,00,000
2,29,55,2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04&ljLorhokfguh ¼e/;kg~ u Hkks t u ds vuq J o.k ,oa ew Y ;ka d u gs r q ½ / Saraswatiwahini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Mid Day Meal)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59C220201796040679
55,82,53,298
6,30,00,000
6,30,00,000
3,82,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ljLorhokfguh ¼e/;kg~u Hkkstu ds vuqJo.k ,oa ewY;kadu gsrq½ /
Saraswatiwahini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Mid Day Meal)
55,82,53,298
6,30,00,000
6,30,00,000
3,8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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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05&LVks j lg fdpu 'ks M dk fuekZ . k

/ Construction of Store-Cum-Kitchen Shade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96050679

——

15,60,00,000

15,60,00,000

15,60,00,000

——

——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59C220201796050759

vU; O;; / Other Charges

90,56,35,7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46,38,88,998

Central Contribution

21,90,00,000

21,90,00,000

19,4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P220201796050679

——

4,80,00,000

4,80,00,000

4,80,00,000

——

——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8&ys [ kk lek;ks t u
70

/ Accounting Adjustment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59P220201796050870

30,05,35,5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30,05,35,500

State Contribution

4,80,00,000

4,80,00,000

4,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LVksj lg fdpu 'ksM dk fuekZ.k /
1,20,61,71,200

Construction of Store-Cum-Kitchen Shade

20,40,00,000

20,40,00,000

20,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07&cRrZ u Ø; ,oa vU; midj.kks a dk cnyko rFkk Ø;

/ Purchase of utensils and exchange and purchase of other equi pments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96070679

——

4,30,00,000

4,30,00,000

2,20,00,000

——

——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9C220201796070759

1,88,45,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cRrZu Ø; ,oa vU; midj.kksa dk cnyko rFkk Ø; /
Purchase of utensils and exchange and purchase of
other equi pments

1,88,45,000

4,30,00,000

4,30,00,000

2,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49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24&e/;kg~ u Hkks t u dk;Z Ø e gs r q [kk|kUu mBko gs r q gFkkyu O;;

/ Handling Charge for Lifting of Mid-day-meal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59C220201796240323
1,48,55,811
——
——
——
23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59C220201796240679
——
4,00,00,000
4,00,00,000
3,50,60,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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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kg~u Hkkstu dk;ZØe gsrq [kk|kUu mBko gsrq gFkkyu O;; /
Handling Charge for Lifting of Mid-day-meal Programme

1,48,55,811

4,00,00,000

4,00,00,000

3,50,6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25&loZ f'k{kk vfHk;ku gsrq lgk;~; vuqnku ¼dsUnzka'k&65 % jkT;ka'k&35½ /
Grant-in-Aid for Sarva Siksha Abhiyan (Central Share-65 : State Share-35)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59C220201796250646
——
——
——
1,58,34,00,000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78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79

59C220201796250678

——

——

——

1,80,96,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96250679

——

——

——

1,13,09,01,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37,00,811

8,30,00,000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78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8,30,00,000

4,58,09,6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79

59P220201796250646

59P220201796250678

42,03,42,000

47,95,57,860

77,50,00,000

88,58,00,000

49,50,00,000

85,26,00,000

58,57,15,000

97,43,00,000

¼fdlh Hkh foÙkh; o"kZ ds vUrxZr okLrfod O;; ds vf/kd fudklh ugha dh tk; /Drawal beyond expected actual expenditure within Financial Year be avoided)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P220201796250679

29,99,70,000

55,37,00,000

41,01,00,000

60,90,5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19,98,69,860

2,21,45,00,000

1,49,08,15,000

2,43,59,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5&loZ f'k{kk vfHk;ku gsrq lgk;~; vuqnku ¼dsUnzka'k&65 % jkT;ka'k&35½ /
Grant-in-Aid for Sarva Siksha Abhiyan
(Central Share-65 : State Share-35)

1,19,98,69,860

2,21,45,00,000

1,49,08,15,000

6,95,98,51,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5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27&e/;kg~u Hkkstu dk;ZØe ds rgr~ [kk|kUu dk ewY; gsrq jkf'k

/ Prices of food grain for Mid-day-meal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SARVA SIKSHA ABHIYAN (S.S.A) (65 : 35)(0936)
Centrl Scheme - SARVA SHIKSHA ABHIYAN (SSA) [0279]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96270679

——

38,70,00,000

38,70,00,000

25,00,00,000

——

——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foLr` r 'kh"kZ & 07&vU; O;;
59

/ Other Expenditure
59C220201796270759

vU; O;; / Other Charges

24,21,66,539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7&e/;kg~u Hkkstu dk;ZØe ds rgr~
[kk|kUu dk ewY; gsrq jkf'k /
Prices of food grain for Mid-day-meal Programme

24,21,66,539

38,70,00,000

38,70,00,000

2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mi 'kh"kZ&42&Mk;V

/ TRIBAL AREAS SUB-PLAN

/ D.I.E.T.

State Scheme -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DM) 75:25(0938)
Centrl Scheme - NATIONAL PROGRAMME NUTRITIONAL SUPPORT TO PRIMARY EDUCATION (MID-DAY MEAL SCHEME)
[0280]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1
02

/ Pay and Allowances

osru / Pay
thou ;kiu HkÙkk / D.A.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15
35
59

——

93,10,000

93,10,000

1,35,00,000

59C220201796420102

——

41,90,000

41,90,000

——

59C220201796420315

——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59C220201796420335

——

90,00,000

90,00,000

90,00,000

——

1,17,00,000

1,17,00,000

1,17,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foLr` r 'kh"kZ & 07&vU; O;;

59C220201796420101

/ Other Expenditure
59C220201796420759

vU; O;; / Other Charges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24,21,66,539

Central Contribution

42,57,00,000

42,57,00,000

28,8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02

osru / Pay
thou ;kiu HkÙkk / D.A.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15
35
59

——

31,03,000

31,03,000

45,00,000

59P220201796420102

——

13,97,000

13,97,000

——

59P220201796420315

——

15,00,000

5,00,000

15,00,000

59P220201796420335

——

30,00,000

——

30,00,000

——

39,00,000

——

39,00,000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foLr` r 'kh"kZ & 07&vU; O;;

59P220201796420101

/ Other Expenditure

vU; O;; / Other Charges

59P220201796420759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2&Mk;V / D.I.E.T.
——
5,16,00,000
4,37,00,000
5,1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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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44&jkT; lk{kjrk fe'ku iz k f/kdj.k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e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CL.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75:25(0939)
Centrl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999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P220201796440679

——

1,72,00,000

45,00,000

1,72,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3,01,00,000

95,00,000

3,0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4&jkT; lk{kjrk fe'ku izkf/kdj.k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e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1,72,00,000

45,00,000

1,7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8&'kS{kf.kd fodkl gsrq lgk;rk vUrxZr jkT; lk{kjrk fe'ku izkf/kdj.k dks lgk;~; vuqnku &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e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Under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al Share-75: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CL.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75:25(0939)
Centrl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999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796480679

——

——

——

5,16,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5,1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8&'kS{kf.kd fodkl gsrq lgk;rk vUrxZr jkT; lk{kjrk
fe'ku izkf/kdj.k dks lgk;~; vuqnku &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e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Under Support
——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al Share-75: State Share-25)

——

——

5,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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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03,04,551

5,51,74,00,000

4,77,31,15,000

9,92,50,32,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52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44&jkT; lk{kjrk fe'ku izkf/kdj.k ¼,lŒ ,yŒ ,eŒ ,Œ½ dks lgk;~; vuqnku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e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CL.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75:25(0939)
Centrl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999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P220201800440679

——

1,60,00,000

35,00,000

1,6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60,00,000

35,00,000

1,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4&jkT; lk{kjrk fe'ku izkf/kdj.k ¼,lŒ ,yŒ ,eŒ ,Œ½ dks lgk;~; vuqnku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e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

(Central Share-75 : State Share-25)

1,60,00,000

35,00,000

1,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5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eq[; 'kh"kZ&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48&'kS{kf.kd fodkl gsrq lgk;rk vUrxZr jkT; lk{kjrk fe'ku izkf/kdj.k dks lgk;~; vuqnku &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e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Under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al Share-75: State Share-25)
State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CL.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75:25(0939)
Centrl Scheme - SUPPORT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CLUDING TEACHERS TRAINING AND ADULT EDUCATION
[999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59C220201800480679

——

——

——

4,8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4,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8&'kS{kf.kd fodkl gsrq lgk;rk vUrxZr jkT; lk{kjrk
fe'ku izkf/kdj.k dks lgk;~; vuqnku & ¼dsUnzka'k&75 % jkT;ka'k&25½ /
Grant-in-Aid to State Literacy Mission Authority (SLMA) Under Support
——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entral Share-75: State Share-25)

——

——

4,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
1,60,00,000
35,00,000
6,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izkjafHkd f'k{kk /
ELEMENTARY EDUCATION

8,56,32,44,938

12,83,08,00,000

11,12,58,00,000

23,08,14,7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8,56,32,44,938
12,83,08,00,000
11,12,58,00,000
23,08,14,70,000
dqy ;ksx&2202&lkekU; f'k{kk / GENERAL EDUCATION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54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59&izkFkfed ,oa tu f'k{kk / Primary and Public Educaion
01
07
15
35
46
59
78
79

&
&
&
&
&
&
&
&

osru / Salary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vU; O;; / Other Charges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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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1,35,00,000
84,00,000
1,65,00,000
90,00,000
4,32,84,00,000
39,36,00,000
4,20,83,00,000
6,58,27,70,000

45,00,000
-55,00,000
58,00,000
2,37,88,00,000
1,42,00,000
2,26,59,00,000
2,84,63,00,000

15,56,04,70,000

7,52,10,00,000

0
0
0
0
0
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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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102&cky dY;k.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CHILD WELFARE

mi 'kh"kZ & 47&es f Mlhu fdV~ l ¼ds U n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 Medicine Kits (Centre Share - 90 : State Share -10)
State Scheme - MEDICINE KITS (90:10)(0007)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60C223502102470336
——
1,99,00,000
1,99,00,000

1,9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

1,99,00,000

1,99,00,000

1,9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60P223502102470336

——

22,00,000

22,00,000

2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2,00,000

22,00,000

2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7&esfMlhu fdV~l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

Medicine Kits (Centre Share - 90 : State Share -10)

2,21,00,000

2,21,00,000

2,2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mi 'kh"kZ & 48&Ldw y iw o Z f'k{kk fdV~ l ¼ds U n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 Pre-School Education Kits (Central Share-90 : State Share-10)
State Scheme - MEDICINE KITS (90:10)(0007)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502102480323
——
4,32,00,000
4,32,00,000
4,3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502102480323

4,32,00,000

4,32,00,000

4,3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8&Ldwy iwoZ f'k{kk fdV~l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

Pre-School Education Kits (Central Share-90 : State Share-10)

4,80,00,000

4,80,00,000

4,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mi 'kh"kZ & 49&iz p kj f'k{kk ,oa iz l kj ¼ds U nz k a ' k&90%jkT;ka ' k&10½

/ Publicity,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Share-90:State Share-10)
State Scheme - PRE-SCHOOL KITS (90:10)(0118)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60C223502102490321
96,35,454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60P223502102490321

96,35,454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9&izpkj f'k{kk ,oa izlkj ¼dsUnzka'k&90%jkT;ka'k&10½ /
Publicity ,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96,35,454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56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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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102&cky dY;k.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CHILD WELFARE

mi 'kh"kZ&51&lesfdr cky fodkl ;kstuk ¼204 ifj;kstuk ,oa 20 ftyk lekt dY;k.k dk;kZy; ds fy, LFkki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I.C.D.S (Including 204 ICDS and 20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Office Establishment (Central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State Scheme -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90:10)(0120)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60C223502102510101
15,80,18,782
51,03,43,000
51,03,43,000
29,69,06,000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60C223502102510108
5,58,49,403
6,42,48,000
6,42,48,000
10,61,88,000
09
ekuns; / Honorarium
60C223502102510109
95,19,83,332
1,10,14,78,000
1,10,14,78,000
1,38,35,51,000
10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60C223502102510110
——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foLr` r 'kh"kZ & 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60C223502102510213
25,41,326
1,72,00,000
1,72,00,000
2,00,00,000
13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60C223502102510315
65,88,043
1,43,65,000
1,43,65,000
1,43,65,000
16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60C223502102510316
3,73,91,150
15,35,04,000
15,35,04,000
20,35,04,000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502102510323
99,36,109
5,23,86,000
5,23,86,000
10,23,86,000
23
33
nwjHkk"k / Telephone
60C223502102510333
41,050
15,07,000
15,07,000
——
34
onhZ / Uniform
60C223502102510334
1,51,5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foLr` r 'kh"kZ & 04&eks V jxkfM+ ; ka @ bZ a / 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 ku ,oa ejEefr /
60C223502102510442
50,79,459
2,24,69,000
2,24,69,000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1
eqvkotk / Compensation
60C223502102510651
——
20,00,000
20,00,000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22,75,80,154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01
02
08
09

60P223502102510101
60P223502102510102
60P223502102510108
60P223502102510109
'kh"kZ & 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60P223502102510213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60P223502102510315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60P223502102510316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502102510323
nwjHkk"k / Telephone
60P223502102510333
onhZ / Uniform
60P223502102510334
'kh"kZ & 04&eks V jxkfM+ ; ka @ bZ a / ku / Motor Vehicles/ Fuel

1,94,40,00,000

1,94,40,00,000

2,13,8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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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r` r
13

foLr` r
15
16
23
33
34

foLr` r
42

——
——
——
——

3,37,35,000
2,48,71,000
13,86,000
13,22,58,000

3,37,35,000
2,48,71,000
13,86,000
13,22,58,000

3,92,04,000
3,40,20,000
19,80,000
13,44,59,000

——

8,00,000

8,00,000

8,00,000

1,96,800
——
——
——
——

14,80,000
1,48,59,000
35,98,000
1,68,000
81,000

14,80,000
1,48,59,000
35,98,000
1,68,000
81,000

20,80,000
1,48,59,000
1,00,98,000
——
1,00,000

——

67,64,000

67,64,000

——

osru / Pay
thou ;kiu HkÙkk / D.A.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ekuns; / Honorarium

eksVjxkM+h bZ/a 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60P223502102510442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96,800

22,00,00,000

22,00,00,000

23,7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1&lesfdr cky fodkl ;kstuk ¼204 ifj;kstuk ,oa 20 ftyk
lekt dY;k.k dk;kZy; ds fy, LFkki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I.C.D.S ( Including 204 ICDS and 20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Office
Establishment (Central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1,22,77,76,954

2,16,40,00,000

2,16,40,00,000

2,37,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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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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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mi 'kh"kZ&53&izf'k{k.k dk;ZØe ¼LVªsi½ ¼dsUnz'k&90 % jkT;ka'k&10½

/ Training Programme (STRAP)

State Scheme - ICDS ESTABLISHMENT (204 PROJECTS + 20 DSWO OFFICES) (90:10)(0009)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7

/ Pay and Allowances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60C223502102530107

——

——

——

1,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

1,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60P223502102530107

——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3&izf'k{k.k dk;ZØe ¼LVªsi½ ¼dsUnz'k&90 % jkT;ka'k&10½ /
——

Training Programme (STRAP)

21,00,000

21,00,000

2,1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mi 'kh"kZ & 63&lea s f dr cky la j {k.k ;ks t uk

/ Integrated Child Protection Scheme

State Scheme - TRAINING PROGRAMME (STRAP) (90:10)(0125)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0C223502102630646

34,92,000

——

——

——

60C223502102630679

1,4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3&leasfdr cky laj{k.k ;kstuk /
Integrated Child Protection Scheme

1,74,92,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58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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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mi 'kh"kZ & 88&fo'o cS a d lEiks f "kr vkbZ Œ lhŒMhŒ,lŒ ifj;ks t uk&4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World Bank Assisted ICDS Project-IV

60C223502102880108

——

——

——

96,96,000

60C223502102880646

——

——

14,00,000

——

60C223502102880679

——

——

87,50,000

15,71,04,000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74,92,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

1,01,50,000

16,6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46

——

——

——

64,80,000

60P223502102880646

——

——

2,50,000

——

60P223502102880679

——

——

7,50,000

1,21,20,000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79

60P223502102880108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10,00,000

1,8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8&fo'o cSad lEiksf"kr vkbZŒlhŒMhŒ,lŒ ifj;kstuk&4 /
——

World Bank Assisted ICDS Project-IV

——

1,11,50,000

18,5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cky dY;k.k / CHILD WELFARE
1,25,49,04,408
2,25,62,00,000
2,26,73,50,000
2,67,2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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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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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103&efgyk dY;k.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WOMEN'S WELFARE

mi 'kh"kZ & 53&iz f 'k{k.k dk;Z Ø e ¼LVª s i ½

/ Training Programme (Strap)

State Scheme - WORLD BANK ASSISTED ICDS PROJECT-IV(0123)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7

/ Pay and Allowances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60C223502103530107

1,42,96,981

1,90,00,000

1,9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3&izf'k{k.k dk;ZØe ¼LVªsi½ /
1,42,96,981

Training Programme (Strap)

1,90,00,000

1,9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efgyk dY;k.k

/ WOMEN'S WELFARE

mi 'kh"kZ & 64&Lo/kkj x` g ;ks t uk ¼75%25½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79

/ Swadhar Greh Scheme (75:25)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0C223502103640679

——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1,42,96,981

Central Contribution

2,20,00,000

2,20,00,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0P223502103640679

——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4&Lo/kkj x`g ;kstuk ¼75%25½ / Swadhar Greh Scheme (75:25) ——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efgyk dY;k.k

/ WOMEN'S WELFARE

mi 'kh"kZ & 75&vka x uckM+ h ls f odk@lgkf;dk dks iks " kkd

/ Uniform for AWW/AWH

State Scheme - SWADHAR GREH SCHEME (75:25)(0950)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34

onhZ / Uniform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60C223502103750334

——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1,38,00,000

1,38,00,000

1,3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502103750323

——

46,00,000

46,00,000

4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46,00,000

46,00,000

4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5&vkaxuckM+h lsfodk@lgkf;dk dks iks"kkd /
——

Uniform for AWW/AWH

1,84,00,000

1,84,00,000

1,8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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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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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103&efgyk dY;k.k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WOMEN'S WELFARE

mi 'kh"kZ&79&vkaxuckM+h dsUnzksa esa rkSy e'khu dh vkiwfÙkZ ¼90%10½

/ To provide Weighing Scale in AWC (90:10)

State Scheme - UNIFORM TO AWW/AWH (75:25)(0122)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502103790323

——

1,19,00,000

1,19,00,000

1,1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1,19,00,000

1,19,00,000

1,1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502103790323

——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9&vkaxuckM+h dsUnzksa esa rkSy e'khu dh vkiwfÙkZ ¼90%10½ /
——

To provide Weighing Scale in AWC (90:10)

1,32,00,000

1,32,00,000

1,3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efgyk dY;k.k

/ WOMEN'S WELFARE

mi 'kh"kZ & 85&les f dr cky la j {k.k ;ks t uk ¼75%25½

/ Integrated Child Protection Schemes (ICPS) (75:25)

State Scheme - WEIGHING MACHINES (90:10)(0121)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Pay and Allowances
60C223502103850108

——

1,38,99,000

1,38,99,000

1,58,88,000

60C223502103850679

——

7,25,01,000

7,25,01,000

7,05,12,000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8,64,00,000

8,64,00,000

8,6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60P223502103850108

——

45,15,000

45,15,000

1,55,76,000

60P223502103850679

——

2,42,85,000

2,32,85,000

1,32,24,000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88,00,000

2,78,00,000

2,8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5&lesfdr cky laj{k.k ;kstuk ¼75%25½ /
——

Integrated Child Protection Schemes (ICPS) (75:25)

11,52,00,000

11,42,00,000

11,5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3&efgyk dY;k.k /WOMEN'S WELFARE
1,42,96,981
16,98,00,000
16,88,00,000
15,0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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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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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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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 & 57&bfUnjk xka / kh ekr` R o lg;ks x ;ks t uk ¼vkbZ Œ thŒ,eŒ,lŒokbZ Œ ½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ojana (IGMSY)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HILD PROTECTION SCHEME (75:25)(0127)
Central Scheme - ICPS (INTEGRATED CHILD PROTECTION SCHEME) [1201]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49

/ Grants
60C223502789570649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7&bfU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 ¼vkbZŒthŒ,eŒ,lŒokbZŒ½ /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ojana (IGMSY)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47&es f Mflu fdV~ l ¼ds U n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 Medicine Kits (Centre Share - 90 : State Share -10)

State Scheme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OJANA (IGMSY)(0960)
Central Scheme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aojana (IGMSY) [1380]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60C223502796470336

——

2,15,00,000

2,15,00,000

2,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2,15,00,000

2,15,00,000

3,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60P223502796470336

——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7&esfMflu fdV~l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

Medicine Kits (Centre Share - 90 : State Share -10)

2,39,00,000

2,39,00,000

2,3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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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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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48&Ldw y iw o Z f'k{kk fdV~ l ¼ds U nz k a ' k&90 % jkT;ka ' k&10½
State Scheme - MEDICINE KITS

/ Pre-School Education Kits (Central Share-90 : State Share-10)

(90:10)(0007)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502796480323

——

4,68,00,000

4,68,00,000

4,6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4,68,00,000

4,68,00,000

4,6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502796480323

——

52,00,000

52,00,000

5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52,00,000

52,00,000

5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8&Ldwy iwoZ f'k{kk fdV~l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

Pre-School Education Kits (Central Share-90 : State Share-10)

5,20,00,000

5,20,00,000

5,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9&izpkj f'k{kk ,oa izlkj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Publicity,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State Scheme - PRE-SCHOOL KITS (90:10)(0118)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1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60C223502796490321

1,41,64,115

1,96,00,000

1,96,00,000

1,9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1,41,64,115

1,96,00,000

1,96,00,000

1,9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60P223502796490321

——

22,00,000

22,00,000

2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2,00,000

22,00,000

2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9&izpkj f'k{kk ,oa izlkj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Publicity ,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1,41,64,115

2,18,00,000

2,18,00,000

2,1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63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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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51&lesfdr cky fodkl ;kstuk ¼204 ifj;kstuk ,oa 20 ftyk lekt dY;k.k dk;kZy; ds fy, LFkkiuk½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I.C.D.S ( Including 204 ICDS and 20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Office Establishment (Central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State Scheme - 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90:10)(0120)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1
osru / Pay
60C223502796510101
26,35,85,103
54,46,12,000
54,46,12,000
77,61,21,000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60C223502796510108
——
13,86,000
13,86,000
19,80,000
09
ekuns; / Honorarium
60C223502796510109
1,10,00,84,235
1,32,02,54,000
1,32,02,54,000
1,32,02,54,000
10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60C223502796510110
——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foLr` r 'kh"kZ & 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60C223502796510213
40,42,376
1,75,60,000
1,75,60,000
1,75,60,000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60C223502796510315
75,25,148
1,66,90,000
1,66,90,000
1,66,90,000
16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60C223502796510316
3,62,21,028
11,93,87,000
11,93,87,000
11,93,87,000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502796510323
98,66,997
5,44,99,000
5,44,99,000
6,11,08,000
23
33
nwjHkk"k / Telephone
60C223502796510333
49,575
19,80,000
19,80,000
——
34
onhZ / Uniform
60C223502796510334
2,65,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foLr` r 'kh"kZ & 04&eks V jxkfM+ ; ka @ bZ a / 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 ku ,oa ejEefr /
60C223502796510442
42,02,737
2,61,32,000
2,61,32,000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 Grants
51
eqvkotk / Compensation
60C223502796510651
16,747
5,00,000
5,00,000
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42,58,58,946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01
08
09

60P223502796510101
60P223502796510108
60P223502796510109
'kh"kZ & 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60P223502796510213
'kh"kZ & 03&iz ' 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60P223502796510315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60P223502796510316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502796510323
nwjHkk"k / Telephone
60P223502796510333
onhZ / Uniform
60P223502796510334
'kh"kZ & 04&eks V jxkfM+ ; ka @ bZ a / ku / Motor Vehicles/ Fuel

2,10,60,00,000

2,10,60,00,000

2,31,6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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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r` r
13

foLr` r
15
16
23
33
34

foLr` r
42

osru / Pay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ekuns; / Honorarium

4,69,16,023
——
12,47,31,894

6,19,98,000
13,86,000
14,30,16,000

6,19,98,000
13,86,000
14,30,16,000

9,11,24,000
19,80,000
14,30,16,000

5,33,434

8,40,000

8,40,000

8,40,000

8,29,261
30,94,150
14,01,800
10,812
37,500

22,55,000
1,10,68,000
38,34,000
2,20,000
1,05,000

22,55,000
1,10,68,000
38,34,000
2,20,000
1,05,000

22,55,000
1,10,68,000
70,12,000
——
1,05,000

——

52,78,000

52,78,000

——

eksVjxkM+h bZ/a 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60P223502796510442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7,75,54,874

23,00,00,000

23,00,00,000

25,7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1&lesfdr cky fodkl ;kstuk ¼204 ifj;kstuk ,oa 20 ftyk
lekt dY;k.k dk;kZy; ds fy, LFkkiuk½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I.C.D.S ( Including 204 ICDS and 20 District Social Welfare Office
Establishment (Central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1,60,34,13,820

2,33,60,00,000

2,33,60,00,000

2,57,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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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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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mi 'kh"kZ & 53&iz f 'k{k.k dk;Z Ø e ¼LVª s i ½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 TRIBAL AREAS SUB-PLAN

/ Training Programme (STRAP)

State Scheme - ICDS ESTABLISHMENT (204 PROJECTS + 20 DSWO OFFICES) (90:10)(0009)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7

/ Pay and Allowances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60C223502796530107

2,03,73,587

2,06,00,000

2,06,00,000

2,0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2,03,73,587

Central Contribution

2,06,00,000

2,06,00,000

2,0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60P223502796530107

——

23,00,000

23,00,000

2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23,00,000

23,00,000

2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3&izf'k{k.k dk;ZØe ¼LVªsi½ /
2,03,73,587

Training Programme (STRAP)

2,29,00,000

2,29,00,000

2,2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57&ba f njk xka / kh ekr` R o lg;ks x ;ks t uk&vkbZ 0 th0,e0okbZ 0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ojana (IGNSY)

State Scheme - TRAINING PROGRAMME (STRAP) (90:10)(0125)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8

/ Pay and Allowances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60C223502796570108

——

——

——

12,60,000

60C223502796570649

——

——

——

7,37,00,000

60C223502796570679

——

——

——

50,40,000

/ Grants

49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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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bafnjk xka/kh ekr`Ro lg;ksx ;kstuk&vkbZ0th0,e0okbZ0 /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ojana (IGNSY)

——

——

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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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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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mi 'kh"kZ&65&Lo/kkj x`g ;kstuk ¼75%25½

/ TRIBAL AREAS SUB-PLAN

/ Swadhar Greh (75:25)

State Scheme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OJANA (IGMSY)(0960)
Central Scheme - Indira Gandhi Matritva Sahyog Yaojana (IGMSY) [1380]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0C223502796650679

——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30,00,000

30,00,000

8,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60P223502796650679

7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70,00,000

State Contribution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5&Lo/kkj x`g ;kstuk ¼75%25½ / Swadhar Greh (75:25)
7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75&vkaxuckM+h lsfodk@lgkf;dk dks iks"kkd ¼dsUnzka'k 90 % jkT;ka'k& 10½

/ Uniform for AWW/AWH (75:25)

State Scheme - SWADHAR GREH SCHEME (75:25)(0950)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34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onhZ / Uniform

60C223502796750334

——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502796750323

——

50,00,000

50,00,000

——

34

onhZ / Uniform

60P223502796750334

——

——

——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5&vkaxuckM+h lsfodk@lgkf;dk dks iks"kkd ¼dsUnzka'k 90%jkT;ka'k 10½ /
——

Uniform for AWW/AWH (75:25)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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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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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79&vkaxuckM+h dsUnzksa esa rkSy e'khu dh vkiwfÙkZ ¼90%10½

/ To Provide Weighing Scales in AWC (90:10)

State Scheme - UNIFORM TO AWW/AWH (75:25)(0122)
Centra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502796790323

2,25,00,000

1,29,00,000

1,29,00,000

1,2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2,25,00,000

Central Contribution

1,29,00,000

1,29,00,000

1,2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502796790323

——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9&vkaxuckM+h dsUnzksa esa rkSy e'khu dh vkiwfÙkZ ¼90%10½ /
2,25,00,000

To Provide Weighing Scales in AWC (90:10)

1,44,00,000

1,44,00,000

1,4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85&les f dr cky la j {k.k ;ks t uk ¼75%25½

/ Integrated Child Protection Schemes (ICPS) (75:25)

State Scheme - WEIGHING MACHINES (90:10)(0121)
Centr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8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 Pay and Allowances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60C223502796850108

——

1,35,18,000

1,35,18,000

2,04,60,000

60C223502796850679

——

8,00,82,000

8,00,82,000

7,31,40,000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9,36,00,000

9,36,00,000

9,3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79

60P223502796850108

——

45,06,000

45,06,000

2,05,80,000

60P223502796850679

——

2,66,94,000

2,53,44,000

1,06,20,000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3,12,00,000

2,98,50,000

3,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5&lesfdr cky laj{k.k ;kstuk ¼75%25½ /
——

Integrated Child Protection Schemes (ICPS) (75:25)

12,48,00,000

12,34,50,000

12,4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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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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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 & 88&fo'o cS a d lEiks f "kr vkbZ Œ lhŒMhŒ,lŒ ifj;ks t uk&4

/ World Bank Assisted ICDS Project-IV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HILD PROTECTION SCHEME (75:25)(0127)
Centrl Scheme - ICPS (INTEGRATED CHILD PROTECTION SCHEME) [1201]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46

/ Pay and Allowances
——

——

——

1,45,44,000

60C223502796880646

——

——

15,00,000

——

60C223502796880679

——

——

95,00,000

16,60,56,000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79

60C223502796880108

/ Grants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

Central Contribution

——

1,10,00,000

18,0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foLr` r 'kh"kZ & 06&vuq n ku

60P223502796880108

——

——

——

1,52,40,000

60P223502796880646

——

——

3,50,000

——

60P223502796880679

——

——

10,00,000

47,60,000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

State Contribution

——

13,5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8&fo'o cSad lEiksf"kr vkbZ¨lh¨Mh¨,l¨ ifj;kstuk&4 /
——

World Bank Assisted ICDS Project-IV

——

1,23,50,000

20,0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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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74,51,522

2,61,98,00,000

2,63,08,00,000

3,13,8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lekt dY;k.k / SOCIAL WELFARE
2,93,66,52,911
5,04,58,00,000
5,06,69,50,000
5,97,1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235&lkekftd lqj{kk rFkk dY;k.k /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2,93,66,52,911

5,04,58,00,000

5,06,69,50,000

5,97,1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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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36&iks"k.k / NUTRI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iks"kd Hkkstu rFkk lqis; dk forj.k / DISTRIBUTION OF NUTRITIOUS FOOD AND BEVERAGES
y?kq 'kh"kZ&101&fo'ks"k iks"k.k dk;ZØe

/ SPECIAL NUTRITION PROGRAMMES

mi 'kh"kZ&02&ifjokj vkSj cky dY;k.k ds fy, ikSf"Vd vkgkj forj.k dh fo'ks"k ;kstuk

/

Special Scheme for Distribution of Nutritions Food for Welfare of Family and Child (50:50)
State Scheme - SNP FOR PREGNANT - LACTATING WOMEN, AND CHILDREN(0757)
Centr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602101020323

57,15,32,667

92,25,00,000

92,25,00,000

96,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57,15,32,667

Central Contribution

92,25,00,000

92,25,00,000

96,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602101020323

73,56,88,918

92,25,00,000

92,25,00,000

96,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73,56,88,918

State Contribution

92,25,00,000

92,25,00,000

96,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ifjokj vkSj cky dY;k.k ds fy, ikSf"Vd vkgkj
forj.k dh fo'ks"k ;kstuk /
Special Scheme for Distribution of Nutritions Food for Welfare of
1,30,72,21,585

Family and Child (50:50)

1,84,50,00,000

1,84,50,00,000

1,93,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fo'ks"k iks"k.k dk;ZOe

/ SPECIAL NUTRITION PROGRAMMES

mi 'kh"kZ&05&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 lcyk ¼50%50½

/

Rajiv Gandhi Sche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 New Scheme (50:50)
State Scheme - SNP FOR PREGNANT - LACTATING WOMEN, AND CHILDREN(0757)
Centr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602101050323

2,25,03,815

10,98,00,000

10,98,00,000

10,9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2,25,03,815

10,98,00,000

10,98,00,000

10,9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602101050323

1,47,20,681

10,98,00,000

10,98,00,000

10,9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47,20,681

10,98,00,000

10,98,00,000

10,9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 lcyk ¼50%50½ /
Rajiv Gandhi Sche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 New Scheme (50:50)

3,72,24,496

21,96,00,000

21,96,00,000

21,9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fo'ks"k iks"k.k dk;ZØe /
SPECIAL NUTRITION PROGRAMMES

1,34,44,46,081

2,06,46,00,000

2,06,46,00,000

2,15,6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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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36&iks"k.k / NUTRI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iks"kd Hkkstu rFkk lqis; dk forj.k / DISTRIBUTION OF NUTRITIOUS FOOD AND BEVER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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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jokj vkSj cky dY;k.k ds fy, ikSf"Vd vkgkj forj.k dh fo'ks"k ;kstuk

/

Special scheme for Distribution of Nutritions Food for Welfare for Family and Child
State Scheme - RAJIV GANDHI SCHE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SNP) (50:50)(0759)
Centrl Scheme - RAJIV GANDHI SCHE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OSCENT GIRLS [137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602789020323

17,17,10,852

24,75,00,000

24,75,00,000

2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17,17,10,852

24,75,00,000

24,75,00,000

2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602789020323

18,60,22,131

24,75,00,000

24,75,00,000

2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8,60,22,131

24,75,00,000

24,75,00,000

2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ifjokj vkSj cky dY;k.k ds fy, ikSf"Vd
vkgkj forj.k dh fo'ks"k ;kstuk /
Special scheme for Distribution of Nutritions Food for
Welfare for Family and Child

35,77,32,983

49,50,00,000

49,50,00,000

5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70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36&iks"k.k / NUTRI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iks"kd Hkkstu rFkk lqis; dk forj.k / DISTRIBUTION OF NUTRITIOUS FOOD AND BEVERAGES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5&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

/

Rajive Gandhi Sche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New Scheme
State Scheme - SNP FOR PREGNANT - LACTATING WOMEN, AND CHILDREN(0757)
Centr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602789050323

53,30,072

2,95,00,000

2,95,00,000

2,9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53,30,072

Central Contribution

2,95,00,000

2,95,00,000

2,9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602789050323

23,33,720

2,95,00,000

2,95,00,000

2,9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23,33,720

State Contribution

2,95,00,000

2,95,00,000

2,9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f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 /
Rajive Gandhi Sche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76,63,792

(SABALA)- New Scheme

5,90,00,000

5,90,00,000

5,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36,53,96,775

55,40,00,000

55,40,00,000

57,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2&ifjokj vkSj cky dY;k.k ds fy, ikSf"Vd vkgkj forj.k dh fo'ks"k ;kstuk

/

Special Scheme for Distribution of Nutririous Food for Famil and Child Welfare
State Scheme - RAJIV GANDHI SCHE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GIRLS (SABALA SNP) (50:50)(0759)
Centrl Scheme - RAJIV GANDHI SCHE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OSCENT GIRLS [137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602796020323

85,73,97,946

1,08,00,00,000

1,08,00,00,000

1,1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85,73,97,946

1,08,00,00,000

1,08,00,00,000

1,1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602796020323

94,40,73,606

1,08,00,00,000

1,08,00,00,000

1,1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94,40,73,606

1,08,00,00,000

1,08,00,00,000

1,1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ifjokj vkSj cky dY;k.k ds fy, ikSf"Vd vkgkj
forj.k dh fo'ks"k ;kstuk /
Special Scheme for Distribution of Nutririous Food for Famil and
Child Welfare

1,80,14,71,552

2,16,00,00,000

2,16,00,00,000

2,26,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171

jkT; ;kstuk dks dsUnzh; lgk;rk ds vUrxZr ;kstuk,a /

SCHEMES UNDER CENTRAL ASSISTANCE TO STATE PLAN

ek¡x la[;k&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236&iks"k.k / NUTRITION
mi&eq [ ;@y?kq @ mi&'kh"kkZ f n
Sub Major/Minor/Sub Head

foi= dks M

okLrfodh

vk;&O;;d vuq e ku

iq u jhf{kr vuq e ku vk;&O;;d vuq e ku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2012&2013

2013&2014

2013&2014

2014&2015

`

`

`

`

mi&eq[; 'kh"kZ&02&iks"kd Hkkstu rFkk lqis; dk forj.k / DISTRIBUTION OF NUTRITIOUS FOOD AND BEVERAGE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5&fs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

/

Rajive Gandhi Sch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ent Girls (SABALA) - New Scheme
State Scheme - SNP FOR PREGNANT - LACTATING WOMEN, AND CHILDREN(0757)
Centrl Scheme - ICDS (INTEGRATED CHILD DEVELOPMENT SERVICES) [1199]

foLr` r 'kh"kZ & 03&iz ' kklfud O;;
23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C223602796050323

2,08,69,220

12,86,00,000

12,86,00,000

12,8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sUnzka'k /

Central Contribution

2,08,69,220

12,86,00,000

12,86,00,000

12,8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60P223602796050323

36,57,492

12,86,00,000

12,86,00,000

12,8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36,57,492

12,86,00,000

12,86,00,000

12,8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fsd'kksjh ckfydkvksa ds fy, l'kfDrdj.k gsrq
jktho xka/kh ;kstuk&lcyk /
Rajive Gandhi Schme for Empowerment of Adolesent
Girls (SABALA) - New Scheme

2,45,26,712

25,72,00,000

25,72,00,000

25,7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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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9,98,264

2,41,72,00,000

2,41,72,00,000

2,52,5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iks"kd Hkkstu rFkk lqis; dk forj.k /
DISTRIBUTION OF NUTRITIOUS FOOD AND BEVERAGES

3,53,58,41,120

5,03,58,00,000

5,03,58,00,000

5,26,0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 y ;ks x &2236&iks " k.k / NUTRITION
3,53,58,41,120
5,03,58,00,000
5,03,58,00,000
5,26,0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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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ek¡x la[;k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 60&lekt dY;k.k] efgyk ,oa cky fodkl foHkkx /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Social Welfare, Women and Chil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01
07
08
09
10
13
15
16
21
23
34
36
49
51
79

&
&
&
&
&
&
&
&
&
&
&
&
&
&
&

osru / Salary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ekuns; / Honorarium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onhZ / Uniform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eqvkotk / Compensation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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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1,07,30,27,000
3,96,00,000
17,00,16,000
2,70,38,05,000
40,00,000
3,75,60,000
3,10,55,000
32,28,91,000
3,76,00,000
2,90,86,94,000
3,23,00,000
4,14,00,000
8,37,00,000
75,00,000
47,78,52,000

16,43,48,000
44,00,000
6,18,36,000
27,74,75,000
-16,40,000
43,35,000
2,59,27,000
42,00,000
2,66,49,10,000
52,05,000
46,00,000
--4,27,24,000

7,97,10,00,000

3,26,16,00,000

0
0
0
0
0
0

izkFkfed bdkbZokj lkjka'k / Primary Unitwise Summary

izkFkfed bdkb;k¡@Primary Unit

01
03
07
08
09
10
12
13
15
16
17
18
21
22
23
28
33
34
35
36
37
43
44
45
46
48
49
50
51
52
54
59
60
61
73
78
79

jkf'k@Amount (#i;s esa / In Rupees)
ds U nz k a ' k@

jkT;ka ' k@

Central Contribution

State Contribution

& osru / Salary
1,08,65,27,000
& etnwjh / Wages
4,88,83,000
&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4,80,00,000
&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17,06,16,000
& ekuns; / Honorarium
2,70,50,55,000
&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40,00,000
& ,y- Vh- lh- / L.T.C.
-&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3,76,60,000
&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4,80,55,000
&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32,28,91,000
&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4,47,75,000
& izdk'ku / Publication
6,00,000
&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3,76,00,000
& vU; iz'kklfud O;; / O.A.E.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3,05,58,94,000
& foKkiu vkSj izpkj /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7,50,000
& nwjHkk"k / Telephone
-& onhZ / Uniform
3,23,00,000
&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1,62,00,000
&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4,14,00,000
&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12,81,75,000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8,50,88,72,000
&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4,33,29,00,000
& va'knku / Contributions
60,00,00,000
&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8,37,00,000
&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6,00,00,000
& eqvkotk / Compensation
75,00,000
& lcflMh / Subsidies
1,31,00,00,000
&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9,16,69,75,000
& vU; O;; / Other Charges
83,75,00,000
& fof/k izHkkj / Legal Expenses
-& ØhMk izkRs lkgu / Insentive for Games
90,00,000
&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 iwta 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27,94,58,00,000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9,04,84,37,000

dqy ;ksx / Grand Total: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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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36,000
2,34,50,000
44,00,000
13,32,90,000
27,87,25,000
-10,00,000
37,56,000
1,53,35,000
2,97,78,000
1,51,45,000
4,00,000
82,00,000
1,24,00,000
2,75,15,90,000
2,50,000
30,000
52,08,000
42,99,00,000
46,50,000
20,25,000
3,15,00,000
4,28,25,000
54,71,70,000
2,38,03,00,000
19,80,00,000
1,06,00,000
6,00,00,000
-9,00,00,000
-24,80,00,000
15,00,000
30,00,000
42,71,50,000
8,55,92,00,000
6,31,16,82,000
79,74,00,65,000 22,82,35,95,000
124
133
1853
267
0
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