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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No.

1 2401 Qly d`f"k&deZ /CROP HUSBANDRY 4345000000 1 - 37

2402 e`nk rFkk ty laj{k.k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200000000 38 - 41

2415 d`f"k vuqla/kku rFkk f'k{kk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570000000 42 - 43

2435 vU; d`f"k dk;ZØe /OTHER AGRICULTURAL 
PROGRAMMES

40000000 44 - 45 

3475 vU; lkekU; vkfFkZd lsok,a /OTHER GENERAL 
ECONOMIC SERVICES

5000000 46 - 47

4401 Qly d`f"k de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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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0000 48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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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SOIL A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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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03 i'kq&ikyu /ANIMAL HUSBANDRY 468660000 54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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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059 yksd fuekZ.k dk;ksZ ij iwath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1070000000 75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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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ukxj foekuu foHkkx/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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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AY ON CIVIL AVIATION

250000000 86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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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00000 114 -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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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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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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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 Z&102&[kk|kUu Qlysay?kq 'kh"k Z&102&[kk|kUu Qlysay?kq 'kh"k Z&102&[kk|kUu Qlysay?kq 'kh"k Z&102&[kk|kUu Qlysay?kq 'kh"k Z&102&[kk|kUu Qlysa / FOOD GRAIN CROPS
mi 'kh"kZ&04&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d`"kdksa dks /kku ,oa vU; chtksa dh miyC/krkmi 'kh"kZ&04&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d`"kdksa dks /kku ,oa vU; chtksa dh miyC/krkmi 'kh"kZ&04&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d`"kdksa dks /kku ,oa vU; chtksa dh miyC/krkmi 'kh"kZ&04&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d`"kdksa dks /kku ,oa vU; chtksa dh miyC/krkmi 'kh"kZ&04&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d`"kdksa dks /kku ,oa vU; chtksa dh miyC/krk /

Availability of Seeds to Farmers-Seed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EXCHANGE - DISTRIBUTION OF CROP SEED  ON SUBSIDY(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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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02040652       5,05,07,543      12,00,00,000      12,00,00,000      1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d`"kdksa dks;ksx mi 'kh"kZ&04&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d`"kdksa dks;ksx mi 'kh"kZ&04&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d`"kdksa dks;ksx mi 'kh"kZ&04&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d`"kdksa dks;ksx mi 'kh"kZ&04&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d`"kdksa dks

/kku ,oa vU; chtksa dh miyC/krk/kku ,oa vU; chtksa dh miyC/krk/kku ,oa vU; chtksa dh miyC/krk/kku ,oa vU; chtksa dh miyC/krk/kku ,oa vU; chtksa dh miyC/krk /

Availability of Seeds to Farmers-Seed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5,05,07,543      12,00,00,000      12,00,00,000      1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kk|kUu Qlysa y?kq 'kh"kZ&102&[kk|kUu Qlysa y?kq 'kh"kZ&102&[kk|kUu Qlysa y?kq 'kh"kZ&102&[kk|kUu Qlysa y?kq 'kh"kZ&102&[kk|kUu Qlysa  / FOOD GRAIN CROPS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 /

Use of Solar energ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e Equipments including irrigation Pump Set

State Scheme  - USE OF SOLAR ENERG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AL EQUIPMENT INCLUDING IRRIGATION PUMP

SET(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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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02960652 —— —— ——       3,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 /

Use of Solar energ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e Equipments including

irrigation Pump Set —— —— ——       3,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kk|kUu Qlysa / FOOD GRAIN CROPS       5,05,07,543      12,00,00,000      12,00,00,000      2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4&d`f"k QkeZ y?kq 'kh"kZ&104&d`f"k QkeZ y?kq 'kh"kZ&104&d`f"k QkeZ y?kq 'kh"kZ&104&d`f"k QkeZ y?kq 'kh"kZ&104&d`f"k QkeZ / AGRICULTURAL FARMS
mi 'kh"k Z&03&cht mRiknumi 'kh"k Z&03&cht mRiknumi 'kh"k Z&03&cht mRiknumi 'kh"k Z&03&cht mRiknumi 'kh"k Z&03&cht mRiknu / Seed Production

State Scheme  - SEED PRODUCTION ON SAF(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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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P240100104030323 ——         10,00,000         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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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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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01P240100104030543         24,00,000         30,00,000         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cht mRiknu;ksx mi 'kh"kZ&03&cht mRiknu;ksx mi 'kh"kZ&03&cht mRiknu;ksx mi 'kh"kZ&03&cht mRiknu;ksx mi 'kh"kZ&03&cht mRiknu / Seed Production         24,00,000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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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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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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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4&d`f"k QkeZ y?kq 'kh"kZ&104&d`f"k QkeZ y?kq 'kh"kZ&104&d`f"k QkeZ y?kq 'kh"kZ&104&d`f"k QkeZ y?kq 'kh"kZ&104&d`f"k QkeZ / AGRICULTURAL FARMS
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 / Seed Production
State Scheme  - SEED PRODUCTION ON SAF(0393)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P240100104A20323 —— —— ——         20,00,000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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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01P240100104A20543 —— —— ——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 / Seed Production —— —— ——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4&d`f"k QkeZ;ksx y?kq 'kh"kZ&104&d`f"k QkeZ;ksx y?kq 'kh"kZ&104&d`f"k QkeZ;ksx y?kq 'kh"kZ&104&d`f"k QkeZ;ksx y?kq 'kh"kZ&104&d`f"k QkeZ / AGRICULTURAL FARMS         24,00,000         40,00,000         40,00,000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107&ouLifr laj{k.ky?kq 'kh"k Z&107&ouLifr laj{k.ky?kq 'kh"k Z&107&ouLifr laj{k.ky?kq 'kh"k Z&107&ouLifr laj{k.ky?kq 'kh"k Z&107&ouLifr laj{k.k / PLANT PROTECTION
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 / Agriculture Clinic
State Scheme  - KRISHI CLINIC(0877)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07950652 —— —— ——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 / Agriculture Clinic —— —— ——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7&ouLifr laj{k.k;ksx y?kq 'kh"kZ&107&ouLifr laj{k.k;ksx y?kq 'kh"kZ&107&ouLifr laj{k.k;ksx y?kq 'kh"kZ&107&ouLifr laj{k.k;ksx y?kq 'kh"kZ&107&ouLifr laj{k.k / PLANT PROTECTION —— —— ——         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108&okf.kfT;d Qlysay?kq 'kh"k Z&108&okf.kfT;d Qlysay?kq 'kh"k Z&108&okf.kfT;d Qlysay?kq 'kh"k Z&108&okf.kfT;d Qlysay?kq 'kh"k Z&108&okf.kfT;d Qlysa / COMMERCIAL CROPS
mi 'kh"k 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0408)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08710679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108&okf.kfT;d Qlysay?kq 'kh"k Z&108&okf.kfT;d Qlysay?kq 'kh"k Z&108&okf.kfT;d Qlysay?kq 'kh"k Z&108&okf.kfT;d Qlysay?kq 'kh"k Z&108&okf.kfT;d Qlysa / COMMERCIAL CROPS
mi 'kh"k 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0409)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08720679 ——         25,00,000         2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 ——         25,00,000         2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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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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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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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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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 COMMERCIAL CROPS
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Flowri Culture
State Scheme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FLORICULTURE(0874)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08920652 —— —— ——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Flowri Culture —— —— ——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 COMMERCIAL CROPS
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Banana
State Scheme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BANANA(0875)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08930652 —— —— ——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Banana —— —— ——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 COMMERCIAL CROPS
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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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08A606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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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 COMMERCIAL CROPS
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0409)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08A706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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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 —— —— ——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ksx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ksx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ksx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ksx y?kq 'kh"kZ&108&okf.kfT;d Qlysa /
COMMERCIAL CROPS ——         75,00,000         75,00,000       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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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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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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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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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Z&0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sRlkgumi 'kh"kZ&0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sRlkgumi 'kh"kZ&0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sRlkgumi 'kh"kZ&0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sRlkgumi 'kh"kZ&0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sRlkg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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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iqjLdkj / Rewards 01P240100109060106         12,15,5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ksx mi 'kh"kZ&0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ksx mi 'kh"kZ&0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ksx mi 'kh"kZ&0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ksx mi 'kh"kZ&0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         12,15,5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 Z&20&eSØk seSu stes aV dh ;kstuk ¼dsUnzk a'k&90 % jkT;ka'k&10½mi 'kh"k Z&20&eSØk seSu stes aV dh ;kstuk ¼dsUnzk a'k&90 % jkT;ka'k&10½mi 'kh"k Z&20&eSØk seSu stes aV dh ;kstuk ¼dsUnzk a'k&90 % jkT;ka'k&10½mi 'kh"k Z&20&eSØk seSu stes aV dh ;kstuk ¼dsUnzk a'k&90 % jkT;ka'k&10½mi 'kh"k Z&20&eSØk seSu stes aV dh ;kstuk ¼dsUnzk a'k&90 % jkT;ka'k&10½ / Scheme for Macro-Management (Centre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01P240100109200870         15,29,506 —— —— ——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01P240100109200873 ——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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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9,506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 Z&2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 sRlkgu ,oa ikfjrksf"kdmi 'kh"k Z&2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 sRlkgu ,oa ikfjrksf"kdmi 'kh"k Z&2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 sRlkgu ,oa ikfjrksf"kdmi 'kh"k Z&2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 sRlkgu ,oa ikfjrksf"kdmi 'kh"k Z&2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 sRlkgu ,oa ikfjrksf"kd / Encouragement and Reward to Progressive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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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iqjLdkj / Rewards 01P240100109260106 ——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oa ikfjrksf"kd;ksx mi 'kh"kZ&2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oa ikfjrksf"kd;ksx mi 'kh"kZ&2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oa ikfjrksf"kd;ksx mi 'kh"kZ&2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oa ikfjrksf"kd;ksx mi 'kh"kZ&2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oa ikfjrksf"kd /

Encouragement and Reward to Progressive Farmers ——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Z&29&ekbZ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mi 'kh"kZ&29&ekbZ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mi 'kh"kZ&29&ekbZ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mi 'kh"kZ&29&ekbZ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mi 'kh"kZ&29&ekbZ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 /

Micro Irrigation System Scheme (Centre Share - 80 : State Share - 20)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01P240100109290870       5,71,00,667 —— —— ——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01P240100109290873 ——       5,50,00,000       9,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9&ekbZ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Z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Z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Z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Z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 /

Micro Irrigation System Scheme

(Centre Share - 80 : State Share - 20)       5,71,00,667       5,50,00,000       9,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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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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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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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 Z&44&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44&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44&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44&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44&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 / Scheme for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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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01P240100109440320         55,26,32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4&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44&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44&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44&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44&d`f"k esyk dk;Z'kkyk izn'kZuh /

Scheme for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55,26,32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 Z&46&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46&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46&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46&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46&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Encouragement, award, Publicity & Ex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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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iqjLdkj / Rewards 01P240100109460106          6,2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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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01P240100109460321          5,00,000 —— ——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P240100109460335         95,23,32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6&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46&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46&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46&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46&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Encouragement, award, Publicity & Exte.       1,06,43,32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 Z&61&d`f"k esyk] dk;Z'kkyk rFkk izn'kZuhmi 'kh"k Z&61&d`f"k esyk] dk;Z'kkyk rFkk izn'kZuhmi 'kh"k Z&61&d`f"k esyk] dk;Z'kkyk rFkk izn'kZuhmi 'kh"k Z&61&d`f"k esyk] dk;Z'kkyk rFkk izn'kZuhmi 'kh"k Z&61&d`f"k esyk] dk;Z'kkyk rFkk izn'kZuh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State Scheme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DEMONSTRATION(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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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01P240100109610320 ——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1&d`f"k esyk] dk;Z'kkyk rFkk izn'kZuh;ksx mi 'kh"kZ&61&d`f"k esyk] dk;Z'kkyk rFkk izn'kZuh;ksx mi 'kh"kZ&61&d`f"k esyk] dk;Z'kkyk rFkk izn'kZuh;ksx mi 'kh"kZ&61&d`f"k esyk] dk;Z'kkyk rFkk izn'kZuh;ksx mi 'kh"kZ&61&d`f"k esyk] dk;Z'kkyk rFkk izn'kZuh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         40,00,000         4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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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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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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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 Z&65&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65&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65&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65&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65&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Incentive,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

State Scheme  - TRAINING, EXPOSURE, ENCOURAGEMENT,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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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iqjLdkj / Rewards 01P240100109650106 ——         15,00,000         1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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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01P240100109650213 ——          5,00,000          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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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01P240100109650321 ——         15,00,000         15,0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P240100109650335 ——         80,00,000         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5&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65&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65&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65&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65&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Incentive,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 ——       1,15,00,000       1,1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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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09790679 ——       1,2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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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       1,2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 Z&80&jk"Vªh; bZ&xous 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mi 'kh"k Z&80&jk"Vªh; bZ&xous 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mi 'kh"k Z&80&jk"Vªh; bZ&xous 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mi 'kh"k Z&80&jk"Vªh; bZ&xous 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mi 'kh"k Z&80&jk"Vªh; bZ&xous 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 / Grants to National E-Governance Scheme (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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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09800679 ——       2,00,00,000       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0&jk"Vªh; bZ&xous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ksx mi 'kh"kZ&80&jk"Vªh; bZ&xous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ksx mi 'kh"kZ&80&jk"Vªh; bZ&xous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ksx mi 'kh"kZ&80&jk"Vªh; bZ&xous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ksx mi 'kh"kZ&80&jk"Vªh; bZ&xous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 /

Grants to National E-Governance Scheme (55:45) ——       2,00,00,000       2,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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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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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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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State Scheme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DEMONSTRATION(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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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01P240100109A30320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 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Incentive,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

State Scheme  - TRAINING, EXPOSURE, ENCOURAGEMENT,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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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iqjLdkj / Rewards 01P240100109A40106 —— —— ——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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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01P240100109A40213 —— —— ——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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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01P240100109A40321 —— —— ——          8,00,000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P240100109A40335 —— —— ——          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Incentive,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 —— —— ——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fdlkuksa dks izf'k{k.k /
EXTENSION AND FARMERS' TRAINING       7,60,15,318      11,25,00,000      14,05,00,000       1,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2&nkyksa dk fodkl y?kq 'kh"kZ&112&nkyksa dk fodkl y?kq 'kh"kZ&112&nkyksa dk fodkl y?kq 'kh"kZ&112&nkyksa dk fodkl y?kq 'kh"kZ&112&nkyksa dk fodkl  / DEVELOPMENT OF PULSES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 / Extension of NFSM in Non-Mission District

State Scheme  - EXTENSION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PROGRAMME IN NON-MISSION DISTRICTS

(NFSM)(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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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12980652 —— —— ——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 /

Extension of NFSM in Non-Mission District —— —— ——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2&nkyksa dk fodkl;ksx y?kq 'kh"kZ&112&nkyksa dk fodkl;ksx y?kq 'kh"kZ&112&nkyksa dk fodkl;ksx y?kq 'kh"kZ&112&nkyksa dk fodkl;ksx y?kq 'kh"kZ&112&nkyksa dk fodkl /
DEVELOPMENT OF PULSES —— —— ——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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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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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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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Agriculture Mechanisation (90:10)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13780679 ——       1,8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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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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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½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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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½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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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½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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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½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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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13840679 ——         8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4&,lŒ,lŒ,Œ,eŒ ds vUrxZr p;fur d`f"k ;a= ,oa;ksx mi 'kh"kZ&84&,lŒ,lŒ,Œ,eŒ ds vUrxZr p;fur d`f"k ;a= ,oa;ksx mi 'kh"kZ&84&,lŒ,lŒ,Œ,eŒ ds vUrxZr p;fur d`f"k ;a= ,oa;ksx mi 'kh"kZ&84&,lŒ,lŒ,Œ,eŒ ds vUrxZr p;fur d`f"k ;a= ,o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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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½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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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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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½mi 'kh"kZ&85&,lŒ,lŒ,Œ,eŒ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5&,lŒ,lŒ,Œ,eŒ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5&,lŒ,lŒ,Œ,eŒ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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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13850679 ——       1,6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5&,lŒ,lŒ,Œ,eŒ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ksx mi 'kh"kZ&85&,lŒ,lŒ,Œ,eŒ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ksx mi 'kh"kZ&85&,lŒ,lŒ,Œ,eŒ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ksx mi 'kh"kZ&85&,lŒ,lŒ,Œ,eŒ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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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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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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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Unzks 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 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 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 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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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13860679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ksx 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ksx 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ksx 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ksx mi 'kh"kZ&86&,lŒ,lŒ,Œ,eŒ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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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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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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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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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7&,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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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13870679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ksx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ksx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ksx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ksx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i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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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 'kh"kZ&88&,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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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ropriate Farm Mechanisation under the S.M.A.M. (90:10)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13880679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ksx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ksx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ksx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ksx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mall and Marginal Farmers for Adoption of Appropriate
Farm Mechanisation under the S.M.A.M. (90:10)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Z&89&,l-,e-,-,e-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9&,l-,e-,-,e-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9&,l-,e-,-,e-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9&,l-,e-,-,e-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9&,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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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113890679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9&,l-,e-,-,e- ds vUrxZr d`f"k iz{ks=;ksx mi 'kh"kZ&89&,l-,e-,-,e- ds vUrxZr d`f"k iz{ks=;ksx mi 'kh"kZ&89&,l-,e-,-,e- ds vUrxZr d`f"k iz{ks=;ksx mi 'kh"kZ&89&,l-,e-,-,e- ds vUrxZr d`f"k iz{ks=;ksx mi 'kh"kZ&89&,l-,e-,-,e-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for Mechanisation of Farm Sector under the S.M.A.M. (90:10)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       8,2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4&frygu fodkl y?kq 'kh"kZ&114&frygu fodkl y?kq 'kh"kZ&114&frygu fodkl y?kq 'kh"kZ&114&frygu fodkl y?kq 'kh"kZ&114&frygu fodkl  / DEVELOPMENT OF OIL SEEDS
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 / Integrated Oil Seed Development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OILSEED DEVELOPMENT PROGRAMME(0880)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14970652 —— —— ——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 /
Integrated Oil Seed Development Programme —— —— ——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4&frygu fodkl;ksx y?kq 'kh"kZ&114&frygu fodkl;ksx y?kq 'kh"kZ&114&frygu fodkl;ksx y?kq 'kh"kZ&114&frygu fodkl;ksx y?kq 'kh"kZ&114&frygu fodkl /
DEVELOPMENT OF OIL SEEDS —— —— ——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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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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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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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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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 HORTICULTURE AND VEGETABLE CROPS
mi 'kh"k Z&47&ubZ rduhd dh izk sRlkgu ;kstukmi 'kh"k Z&47&ubZ rduhd dh izk sRlkgu ;kstukmi 'kh"k Z&47&ubZ rduhd dh izk sRlkgu ;kstukmi 'kh"k Z&47&ubZ rduhd dh izk sRlkgu ;kstukmi 'kh"k Z&47&ubZ rduhd dh izk sRlkgu ;kstuk / Rewards for new technology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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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19470652         12,70,720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7&ubZ rduhd dh izksRlkgu ;kstuk;ksx mi 'kh"kZ&47&ubZ rduhd dh izksRlkgu ;kstuk;ksx mi 'kh"kZ&47&ubZ rduhd dh izksRlkgu ;kstuk;ksx mi 'kh"kZ&47&ubZ rduhd dh izksRlkgu ;kstuk;ksx mi 'kh"kZ&47&ubZ rduhd dh izksRlkgu ;kstuk /

Rewards for new technology scheme         12,70,720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 HORTICULTURE AND VEGETABLE CROPS
mi 'kh"k Z&48&ikf S"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48&ikf S"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48&ikf S"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48&ikf S"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48&ikf S"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 / Nutratio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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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19480652         62,91,561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8&ikfS"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48&ikfS"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48&ikfS"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48&ikfS"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48&ikfS"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 /

Nutratio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 Development         62,91,561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 HORTICULTURE AND VEGETABLE CROPS
mi 'kh"k Z&49&ulZjh dh LFkkiukmi 'kh"k Z&49&ulZjh dh LFkkiukmi 'kh"k Z&49&ulZjh dh LFkkiukmi 'kh"k Z&49&ulZjh dh LFkkiukmi 'kh"k Z&49&ulZjh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Nurs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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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19490652         69,82,08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9&ulZjh dh LFkkiuk;ksx mi 'kh"kZ&49&ulZjh dh LFkkiuk;ksx mi 'kh"kZ&49&ulZjh dh LFkkiuk;ksx mi 'kh"kZ&49&ulZjh dh LFkkiuk;ksx mi 'kh"kZ&49&ulZjh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Nursery         69,82,08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 HORTICULTURE AND VEGETABLE CROPS
mi 'kh"k 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FOR INPUT SUBSIDY(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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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19540652 ——         90,00,000         9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         90,00,000         9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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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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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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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 HORTICULTURE AND VEGETABLE CROPS
mi 'kh"k Z&55&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55&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55&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55&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55&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 / Nutratio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 Development

State Scheme  - DEVELOPMENT OF NUTRITIONAL FRUIT PLANT AND VEGETABLE(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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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19550652 ——         90,00,000         9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5&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55&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55&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55&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55&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 /

Nutratio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 Development ——         90,00,000         9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 HORTICULTURE AND VEGETABLE CROPS
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 / Exmission of NHM in Non Mission District

State Scheme  - EXTENSION OF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PROGRAMME IN NON-MISSION DISTRICTS(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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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19940652 —— —— ——       7,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 /

Exmission of NHM in Non Mission District —— —— ——       7,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 HORTICULTURE AND VEGETABLE CROPS
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FOR INPUT SUBSIDY(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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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19A50652 —— —— ——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 —— ——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 HORTICULTURE AND VEGETABLE CROPS
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k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k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k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k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k fodkl / Nutratio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 Development

State Scheme  - DEVELOPMENT OF NUTRITIONAL FRUIT PLANT AND VEGETABLE(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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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119A80652 —— —— ——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k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k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k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k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k fodkl /

Nutratio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 Development —— —— ——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ksx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ksx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ksx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ksx y?kq 'kh"kZ&119&ckxokuh rFkk ouLifr Qlysa /
HORTICULTURE AND VEGETABLE CROPS       1,45,44,361       2,00,00,000       2,00,00,000       9,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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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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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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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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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mi 'kh"k 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mi 'kh"k 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mi 'kh"k 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mi 'kh"k 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Seed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EXCHANGE - DISTRIBUTION OF CROP SEED  ON SUBSIDY(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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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020652       1,90,54,573       5,00,00,000       5,00,00,000       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ksx mi 'kh"k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ksx mi 'kh"k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ksx mi 'kh"k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ksx mi 'kh"k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Seed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1,90,54,573       5,00,00,000       5,00,00,000       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20&eSØkseSu stes aV dh ;kstukmi 'kh"k Z&20&eSØkseSu stes aV dh ;kstukmi 'kh"k Z&20&eSØkseSu stes aV dh ;kstukmi 'kh"k Z&20&eSØkseSu stes aV dh ;kstukmi 'kh"k Z&20&eSØkseSu stes aV dh ;kstuk / Scheme for Macro-Management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01P240100789200873 ——         30,00,000         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

Scheme for Macro-Management ——         30,00,000         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 a'k&80 % jkT;k a'k&20½mi 'kh"k 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 a'k&80 % jkT;k a'k&20½mi 'kh"k 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 a'k&80 % jkT;k a'k&20½mi 'kh"k 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 a'k&80 % jkT;k a'k&20½mi 'kh"k 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 a'k&80 % jkT;k a'k&20½ / Micro Irrigation System (Centre Share - 80 : State Share - 20)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01P240100789290870         50,00,000 —— —— ——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01P240100789290873 ——       4,50,00,000       2,88,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 /

Micro Irrigation System (Centre Share - 80 : State Share - 20)         50,00,000       4,50,00,000       2,88,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ugarcane Development

State Scheme  - SUGER CANE DEVLOPMENT(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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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340652 ——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ugarcane Development ——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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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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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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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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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49&vkj0ds0Hkh0okbZ0LV¦he &1mi 'kh"k Z&49&vkj0ds0Hkh0okbZ0LV¦he &1mi 'kh"k Z&49&vkj0ds0Hkh0okbZ0LV¦he &1mi 'kh"k Z&49&vkj0ds0Hkh0okbZ0LV¦he &1mi 'kh"k Z&49&vkj0ds0Hkh0okbZ0LV¦he &1 / RKVY Stre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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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490652       2,17,46,524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9&vkj0ds0Hkh0okbZ0LV¦he &1;ksx mi 'kh"kZ&49&vkj0ds0Hkh0okbZ0LV¦he &1;ksx mi 'kh"kZ&49&vkj0ds0Hkh0okbZ0LV¦he &1;ksx mi 'kh"kZ&49&vkj0ds0Hkh0okbZ0LV¦he &1;ksx mi 'kh"kZ&49&vkj0ds0Hkh0okbZ0LV¦he &1 /RKVY Streem-I       2,17,46,524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51&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51&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51&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51&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51&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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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510652         20,92,51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1&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51&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51&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51&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51&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20,92,51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52&m|ku fodkl gsrq u;h rduhd dk izk sRlkgu dh ;kstukmi 'kh"k Z&52&m|ku fodkl gsrq u;h rduhd dk izk sRlkgu dh ;kstukmi 'kh"k Z&52&m|ku fodkl gsrq u;h rduhd dk izk sRlkgu dh ;kstukmi 'kh"k Z&52&m|ku fodkl gsrq u;h rduhd dk izk sRlkgu dh ;kstukmi 'kh"k Z&52&m|ku fodkl gsrq u;h rduhd dk izk sRlkgu dh ;kstuk / Incentive for New Technologies for Horticul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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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520652          2,66,01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2&m|ku fodkl gsrq u;h rduhd d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52&m|ku fodkl gsrq u;h rduhd d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52&m|ku fodkl gsrq u;h rduhd d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52&m|ku fodkl gsrq u;h rduhd d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52&m|ku fodkl gsrq u;h rduhd dk izksRlkgu dh ;kstuk /

Incentive for New Technologies for Horticulture Development          2,66,01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 / Jharkhand Agriculture Card Scheme

State Scheme  - JHARKHAND KRISHI CARD SCHEME(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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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89640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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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 /

Jharkhand Agriculture Card Scheme ——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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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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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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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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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mi 'kh"k 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mi 'kh"k 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mi 'kh"k 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mi 'kh"k 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 / Soil Reclamation & Soil Management Scheme

State Scheme  - SOIL RECLAMATION, SOIL MANAGEMENT - PLANT PROTECTION WORKS SCHEME(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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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670652 ——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ksx mi 'kh"k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ksx mi 'kh"k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ksx mi 'kh"k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ksx mi 'kh"k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 /

Soil Reclamation & Soil Management Scheme ——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Agriculture Mechanisation (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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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89780679 ——         2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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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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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89790679 ——         2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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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         2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State Scheme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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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900652 ——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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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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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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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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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 / RKVY Stream-I and Stream-II

State Scheme  - STREAM-I - STREAM-II (RKVY)(0433)

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RKVY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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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910652 ——      10,00,00,000      10,00,00,000      2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 /

RKVY Stream-I and Stream-II ——      10,00,00,000      10,00,00,000      2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Flowri Culture

State Scheme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FLORICULTURE(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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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920652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qy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Flowri Culture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Banana

State Scheme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BANANA(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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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930652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Banana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 / Exmission of NHM in Non Mission District

State Scheme  - EXTENSION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PROGRAMME IN NON-MISSION DISTRICTS

(NFSM)(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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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940652 —— —— ——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 /

Exmission of NHM in Non Mission District —— —— ——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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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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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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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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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 / Agriculture Clinic

State Scheme  - KRISHI CLINIC(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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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950652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Agriculture Clinic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 /

Use of Solar energ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e Equipments including irrigation Pump Set

State Scheme  - USE OF SOLAR ENERG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AL EQUIPMENT INCLUDING IRRIGATION PUMP

SET(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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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960652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 /

Use of Solar energ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e Equipments including

irrigation Pump Set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 / Integrated Oil Seed Development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OILSEED DEVELOPMENT PROGRAMME(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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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970652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 /

Integrated Oil Seed Development Programme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 / Extension of NFSM in Non-Mission District

State Scheme  - EXTENSION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PROGRAMME IN NON-MISSION DISTRICTS

(NFSM)(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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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980652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h; [kk| lqj{kk fe'ku dk izlkj /

Extension of NFSM in Non-Mission District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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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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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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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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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 / Seed Production

State Scheme  - SEED PRODUCTION ON SAF(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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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P240100789A20323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 / Seed Production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State Scheme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DEMONSTRATION(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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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01P240100789A30320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Incentive,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

State Scheme  - TRAINING, EXPOSURE, ENCOURAGEMENT,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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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iqjLdkj / Rewards 01P240100789A40106 —— ——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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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01P240100789A40213 —— —— ——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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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01P240100789A40321 —— —— ——         20,00,000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P240100789A40335 —— —— ——          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Incentive,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 —— —— ——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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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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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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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FOR INPUT SUBSIDY(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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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A50652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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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89A606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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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 —— —— ——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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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89A706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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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 / Nutratio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 Development

State Scheme  - DEVELOPMENT OF NUTRITIONAL FRUIT PLANT AND VEGETABLE(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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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89A80652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 /

Nutratio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 Development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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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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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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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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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Organic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BIO/ORGANIC MISSION(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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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89A906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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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Organic Mission —— —— ——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4,81,59,627      22,40,00,000      20,38,00,000      4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mi 'kh"k 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mi 'kh"k 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mi 'kh"k 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mi 'kh"k 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Seed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EXCHANGE - DISTRIBUTION OF CROP SEED  ON SUBSIDY(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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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020652       5,62,29,058      18,00,00,000      18,00,00,000      2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ksx mi 'kh"k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ksx mi 'kh"k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ksx mi 'kh"k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ksx mi 'kh"kZ&02&cht fofue; ,oa forj.k dk;ZØe /

Seed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me       5,62,29,058      18,00,00,000      18,00,00,000      2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3&cht mRiknumi 'kh"k Z&03&cht mRiknumi 'kh"k Z&03&cht mRiknumi 'kh"k Z&03&cht mRiknumi 'kh"k Z&03&cht mRiknu / Seeds Production

State Scheme  - SEED PRODUCTION ON SAF(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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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P240100796030323          4,11,585         55,00,000         55,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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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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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01P240100796030543 ——          5,00,000          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cht mRiknu;ksx mi 'kh"kZ&03&cht mRiknu;ksx mi 'kh"kZ&03&cht mRiknu;ksx mi 'kh"kZ&03&cht mRiknu;ksx mi 'kh"kZ&03&cht mRiknu / Seeds Production          4,11,585         60,00,000         6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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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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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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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7&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17&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17&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17&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17&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 / Development of Departmental Infra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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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01P240100796170440 ——       1,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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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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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01P240100796170543 —— ——       2,44,00,000 ——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240100796170545       3,83,76,893      13,00,00,000      16,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7&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17&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17&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17&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17&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

Development of Departmental Infrastructures       3,83,76,893      14,00,00,000      18,6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20&eSØk seSu stes aV dh ;kstuk ¼dsUnzk a'k&90 % jkT;ka'k&10½mi 'kh"k Z&20&eSØk seSu stes aV dh ;kstuk ¼dsUnzk a'k&90 % jkT;ka'k&10½mi 'kh"k Z&20&eSØk seSu stes aV dh ;kstuk ¼dsUnzk a'k&90 % jkT;ka'k&10½mi 'kh"k Z&20&eSØk seSu stes aV dh ;kstuk ¼dsUnzk a'k&90 % jkT;ka'k&10½mi 'kh"k Z&20&eSØk seSu stes aV dh ;kstuk ¼dsUnzk a'k&90 % jkT;ka'k&10½ / Scheme for Macro-Management (Centre Share - 90 : State Share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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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1P240100796200759            71,279 —— —— ——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01P240100796200870          4,64,389 —— —— ——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01P240100796200873 ——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ksx mi 'kh"kZ&20&eSØkseSustesaV dh ;kstuk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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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668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2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 sRlkgu ,oa ikfjrk sf"kdmi 'kh"k Z&2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 sRlkgu ,oa ikfjrk sf"kdmi 'kh"k Z&2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 sRlkgu ,oa ikfjrk sf"kdmi 'kh"k Z&2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 sRlkgu ,oa ikfjrk sf"kdmi 'kh"k Z&26&izxfr'khy d`"kdks a dks izk sRlkgu ,oa ikfjrk sf"kd / Encouragement and Reward to Progressive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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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iqjLdkj / Rewards 01P240100796260106         12,86,432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oa ikfjrksf"kd;ksx mi 'kh"kZ&2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oa ikfjrksf"kd;ksx mi 'kh"kZ&2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oa ikfjrksf"kd;ksx mi 'kh"kZ&2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oa ikfjrksf"kd;ksx mi 'kh"kZ&26&izxfr'khy d`"kdksa dks izksRlkgu ,oa ikfjrksf"kd /

Encouragement and Reward to Progressive farmers         12,86,432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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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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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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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 a'k&80 % jkT;k a'k&20½mi 'kh"k 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 a'k&80 % jkT;k a'k&20½mi 'kh"k 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 a'k&80 % jkT;k a'k&20½mi 'kh"k 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 a'k&80 % jkT;k a'k&20½mi 'kh"k 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 a'k&80 % jkT;k a'k&20½ / Micro Irrigation System (Centre Share - 80 : State Share - 20)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01P240100796290870      14,28,64,464 —— —— ——
73 dsUnz izk;ksftr ;kstuk dk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in Central Sponsored Plan 01P240100796290873 ——      10,00,00,000       6,2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ksx mi 'kh"kZ&29&ekbØksbjhxs'ku flLVe ;kstuk ¼dsUnzka'k&80 % jkT;ka'k&20½ /

Micro Irrigation System (Centre Share - 80 : State Share - 20)      14,28,64,464      10,00,00,000       6,2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ugarcane Development

State Scheme  - SUGER CANE DEVLOPMENT(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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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340652         39,96,739         40,00,000         4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ugarcane Development         39,96,739         40,00,000         4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47&ubZ rduhd dh izk sRlkgu ;kstukmi 'kh"k Z&47&ubZ rduhd dh izk sRlkgu ;kstukmi 'kh"k Z&47&ubZ rduhd dh izk sRlkgu ;kstukmi 'kh"k Z&47&ubZ rduhd dh izk sRlkgu ;kstukmi 'kh"k Z&47&ubZ rduhd dh izk sRlkgu ;kstuk / Rewards for new technology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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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470652         12,41,157         30,00,000         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7&ubZ rduhd dh izksRlkgu ;kstuk;ksx mi 'kh"kZ&47&ubZ rduhd dh izksRlkgu ;kstuk;ksx mi 'kh"kZ&47&ubZ rduhd dh izksRlkgu ;kstuk;ksx mi 'kh"kZ&47&ubZ rduhd dh izksRlkgu ;kstuk;ksx mi 'kh"kZ&47&ubZ rduhd dh izksRlkgu ;kstuk /

Rewards for new technology scheme         12,41,157         30,00,000         3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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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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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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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 sV sM QkfeZ ax½mi 'kh"k 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 sV sM QkfeZ ax½mi 'kh"k 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 sV sM QkfeZ ax½mi 'kh"k 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 sV sM QkfeZ ax½mi 'kh"k 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 sV sM QkfeZ ax½ / Mukhya Mantri Kisan Khushali Yojana - Integrated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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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osru / Pay 01P240100796480101         34,19,401 —— —— ——

09 ekuns; / Honorarium 01P240100796480109 ——         55,00,000       1,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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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1P240100796480315         14,44,469          5,00,000         19,00,000 ——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P240100796480317         89,34,39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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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1P240100796480759         14,44,3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sVsM QkfeZax½;ksx mi 'kh"k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sVsM QkfeZax½;ksx mi 'kh"k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sVsM QkfeZax½;ksx mi 'kh"k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sVsM QkfeZax½;ksx mi 'kh"k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sVsM QkfeZax½ /

Mukhya Mantri Kisan Khushali Yojana - Integrated Farming       1,52,42,563         60,00,000       1,29,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3&ijke'kh Z lsok,a ,oa d`f"k lwpuk ra=mi 'kh"k Z&53&ijke'kh Z lsok,a ,oa d`f"k lwpuk ra=mi 'kh"k Z&53&ijke'kh Z lsok,a ,oa d`f"k lwpuk ra=mi 'kh"k Z&53&ijke'kh Z lsok,a ,oa d`f"k lwpuk ra=mi 'kh"k Z&53&ijke'kh Z lsok,a ,oa d`f"k lwpuk ra= / Consultancy Services and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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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1P240100796530678       4,15,50,192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3&ijke'khZ lsok,a ,oa d`f"k lwpuk ra=;ksx mi 'kh"kZ&53&ijke'khZ lsok,a ,oa d`f"k lwpuk ra=;ksx mi 'kh"kZ&53&ijke'khZ lsok,a ,oa d`f"k lwpuk ra=;ksx mi 'kh"kZ&53&ijke'khZ lsok,a ,oa d`f"k lwpuk ra=;ksx mi 'kh"kZ&53&ijke'khZ lsok,a ,oa d`f"k lwpuk ra= /

Consultancy Services and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System       4,15,50,192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FOR INPUT SUBSIDY(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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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540652         64,39,870       1,10,00,000       1,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54&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64,39,870       1,10,00,000       1,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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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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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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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5&ikSf"Vd Qy ikS/k ,oa lCth dk fodklmi 'kh"k Z&55&ikSf"Vd Qy ikS/k ,oa lCth dk fodklmi 'kh"k Z&55&ikSf"Vd Qy ikS/k ,oa lCth dk fodklmi 'kh"k Z&55&ikSf"Vd Qy ikS/k ,oa lCth dk fodklmi 'kh"k Z&55&ikSf"Vd Qy ikS/k ,oa lCth dk fodkl / Nutritious Fruits and Vegetable Development

State Scheme  - DEVELOPMENT OF NUTRITIONAL FRUIT PLANT AND VEGETABLE(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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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550652         73,39,995       1,10,00,000       1,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5&ikSf"Vd Qy ikS/k ,oa lCth dk fodkl;ksx mi 'kh"kZ&55&ikSf"Vd Qy ikS/k ,oa lCth dk fodkl;ksx mi 'kh"kZ&55&ikSf"Vd Qy ikS/k ,oa lCth dk fodkl;ksx mi 'kh"kZ&55&ikSf"Vd Qy ikS/k ,oa lCth dk fodkl;ksx mi 'kh"kZ&55&ikSf"Vd Qy ikS/k ,oa lCth dk fodkl /

Nutritious Fruits and Vegetable Development         73,39,995       1,10,00,000       1,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6&vkj0ds0Hkh0okbZ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56&vkj0ds0Hkh0okbZ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56&vkj0ds0Hkh0okbZ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56&vkj0ds0Hkh0okbZ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56&vkj0ds0Hkh0okbZ0 LVªhe&1 ,oa LVªhe&2 / RKVY Stream-I and Stream-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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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560652      90,84,30,83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6&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56&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56&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56&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56&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 /

RKVY Stream-I and Stream-II      90,84,30,83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57&vkRek ,oa lesfr dks lgk;rk vuqnkumi 'kh"kZ&57&vkRek ,oa lesfr dks lgk;rk vuqnkumi 'kh"kZ&57&vkRek ,oa lesfr dks lgk;rk vuqnkumi 'kh"kZ&57&vkRek ,oa lesfr dks lgk;rk vuqnkumi 'kh"kZ&57&vkRek ,oa lesfr dks lgk;rk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Atma and Sameti

State Scheme  - ATMA AND SAMETI(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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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570679       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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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7&vkRek ,oa lesfr dks lgk;rk vuqnku;ksx mi 'kh"kZ&57&vkRek ,oa lesfr dks lgk;rk vuqnku;ksx mi 'kh"kZ&57&vkRek ,oa lesfr dks lgk;rk vuqnku;ksx mi 'kh"kZ&57&vkRek ,oa lesfr dks lgk;rk vuqnku;ksx mi 'kh"kZ&57&vkRek ,oa lesfr dks lgk;rk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Atma and Sameti       2,5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8&cht izek.ku ,tsUlh dks lgk;; vuqnkumi 'kh"k Z&58&cht izek.ku ,tsUlh dks lgk;; vuqnkumi 'kh"k Z&58&cht izek.ku ,tsUlh dks lgk;; vuqnkumi 'kh"k Z&58&cht izek.ku ,tsUlh dks lgk;; vuqnkumi 'kh"k Z&58&cht izek.ku ,tsUlh dks lgk;;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eed Certification Agency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EED CERTIFICATION AGENCY(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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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01P240100796580646         4,24,790 —— ——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580679 ——         50,00,000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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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58&cht izek.ku ,tsUlh dks lgk;; vuqnku;ksx mi 'kh"kZ&58&cht izek.ku ,tsUlh dks lgk;; vuqnku;ksx mi 'kh"kZ&58&cht izek.ku ,tsUlh dks lgk;; vuqnku;ksx mi 'kh"kZ&58&cht izek.ku ,tsUlh dks lgk;; vuqnku;ksx mi 'kh"kZ&58&cht izek.ku ,tsUlh dks lgk;;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eed Certification Agency          4,24,79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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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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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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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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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9&jkT; cht fuxe dks vuqnkumi 'kh"k Z&59&jkT; cht fuxe dks vuqnkumi 'kh"k Z&59&jkT; cht fuxe dks vuqnkumi 'kh"k Z&59&jkT; cht fuxe dks vuqnkumi 'kh"k Z&59&jkT; cht fuxe dks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Seed Corporat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SEED CORPORATION(0399)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590679 ——       5,00,00,000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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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59&jkT; cht fuxe dks vuqnku;ksx mi 'kh"kZ&59&jkT; cht fuxe dks vuqnku;ksx mi 'kh"kZ&59&jkT; cht fuxe dks vuqnku;ksx mi 'kh"kZ&59&jkT; cht fuxe dks vuqnku;ksx mi 'kh"kZ&59&jkT; cht fuxe dks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Seed Corporation ——       5,00,00,000       5,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0&moZjd lxzg.k gsrq vuqnkumi 'kh"k Z&60&moZjd lxzg.k gsrq vuqnkumi 'kh"k Z&60&moZjd lxzg.k gsrq vuqnkumi 'kh"k Z&60&moZjd lxzg.k gsrq vuqnkumi 'kh"k Z&60&moZjd lxzg.k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Fertilizer Storage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FERTILIZER PREPOSITION(0400)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600679 ——       2,00,00,0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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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0&moZjd lxzg.k gsrq vuqnku;ksx mi 'kh"kZ&60&moZjd lxzg.k gsrq vuqnku;ksx mi 'kh"kZ&60&moZjd lxzg.k gsrq vuqnku;ksx mi 'kh"kZ&60&moZjd lxzg.k gsrq vuqnku;ksx mi 'kh"kZ&60&moZjd lxzg.k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Fertilizer Storage ——       2,00,00,000       2,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1&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61&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61&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61&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61&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 / Scheme for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State Scheme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DEMONSTRATION(0395)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0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01P240100796610320         70,58,305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1&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61&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61&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61&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61&d`f"k esyk dk;Z'kkyk izn'kZuh /
Scheme for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70,58,305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 / Scheme for Jharkhand Agriculture Card
State Scheme  - JHARKHAND KRISHI CARD SCHEME(0394)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1P240100796640678         40,87,935 —— ——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640679         46,48,111         60,00,000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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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 /
Scheme for Jharkhand Agriculture Card         87,36,046         60,00,000         6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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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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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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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5&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65&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65&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65&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65&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Incentive,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

State Scheme  - TRAINING, EXPOSURE, ENCOURAGEMENT,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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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iqjLdkj / Rewards 01P240100796650106         15,23,285         20,00,000         2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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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01P240100796650213 ——          3,00,000          3,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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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01P240100796650321         43,25,812         30,00,000         30,0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P240100796650335         36,92,991         82,00,000         8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5&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65&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65&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65&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65&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Incentive,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         95,42,088       1,35,00,000       1,3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6&d`f"k vuqnkumi 'kh"k Z&66&d`f"k vuqnkumi 'kh"k Z&66&d`f"k vuqnkumi 'kh"k Z&66&d`f"k vuqnkumi 'kh"k Z&66&d`f"k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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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660679         49,80,000       2,26,00,000       2,26,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6&d`f"k vuqnku;ksx mi 'kh"kZ&66&d`f"k vuqnku;ksx mi 'kh"kZ&66&d`f"k vuqnku;ksx mi 'kh"kZ&66&d`f"k vuqnku;ksx mi 'kh"kZ&66&d`f"k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Agriculture         49,80,000       2,26,00,000       2,26,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mi 'kh"k 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mi 'kh"k 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mi 'kh"k 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mi 'kh"k 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 / Soil Reclamation & Soil Management Scheme

State Scheme  - SOIL RECLAMATION, SOIL MANAGEMENT - PLANT PROTECTION WORKS SCHEME(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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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670652 ——       8,00,00,000       8,00,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ksx mi 'kh"k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ksx mi 'kh"k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ksx mi 'kh"k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ksx mi 'kh"kZ&67&e`nk lq/kkj ,oa izca/ku dh ;kstuk /

Soil Reclamation & Soil Management Scheme ——       8,00,00,000       8,00,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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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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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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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9&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69&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69&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69&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69&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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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690652       1,92,11,63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9&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69&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69&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69&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69&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1,92,11,63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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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710679       5,00,00,000       1,50,00,000       3,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1&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       5,00,00,000       1,50,00,000       3,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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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720679       2,00,00,000         75,00,000       1,9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72&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       2,00,00,000         75,00,000       1,9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Agriculture Mechanisation (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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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780679 ——       3,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78&d`f"k ;kaf=dj.k mi fe'ku dks vuqnku ¼90%10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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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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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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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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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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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mi 'kh"k Z&79&fVdkÅ d`f"k mife'ku dks vuqnku ¼90%10½ /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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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790679      10,00,00,000       1,6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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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ts to Sub-Mission of Sustainable Farming (90:10)      10,00,00,000       1,6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80&jk"Vªh; bZ&xous 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mi 'kh"k Z&80&jk"Vªh; bZ&xous 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mi 'kh"k Z&80&jk"Vªh; bZ&xous 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mi 'kh"k Z&80&jk"Vªh; bZ&xous 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mi 'kh"k Z&80&jk"Vªh; bZ&xous 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 / Grants to National E-Governance Scheme (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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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800679 ——       3,00,00,000       3,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0&jk"Vªh; bZ&xous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ksx mi 'kh"kZ&80&jk"Vªh; bZ&xous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ksx mi 'kh"kZ&80&jk"Vªh; bZ&xous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ksx mi 'kh"kZ&80&jk"Vªh; bZ&xous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ksx mi 'kh"kZ&80&jk"Vªh; bZ&xousZUl ;kstuk dks vuqnku ¼55%45½ /

Grants to National E-Governance Scheme (55:45) ——       3,00,00,000       3,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Organic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BIO/ORGANIC MISSION(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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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810679 ——       5,50,00,000       6,48,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Organic Mission ——       5,50,00,000       6,48,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4&,l-,l-,-,e- ds vUrxZr p;fur d`f"k ;a= ,oa 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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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½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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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½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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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½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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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840679 ——       1,2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4&,l-,l-,-,e- ds vUrxZr p;fur d`f"k ;a= ,oa;ksx mi 'kh"kZ&84&,l-,l-,-,e- ds vUrxZr p;fur d`f"k ;a= ,oa;ksx mi 'kh"kZ&84&,l-,l-,-,e- ds vUrxZr p;fur d`f"k ;a= ,oa;ksx mi 'kh"kZ&84&,l-,l-,-,e- ds vUrxZr p;fur d`f"k ;a= ,o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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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½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k @ miLdj gsrq vkfFkZd lgk;r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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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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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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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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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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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5&,l-,e-,-,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5&,l-,e-,-,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5&,l-,e-,-,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5&,l-,e-,-,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5&,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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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850679 ——       2,4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5&,l-,e-,-,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ksx mi 'kh"kZ&85&,l-,e-,-,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ksx mi 'kh"kZ&85&,l-,e-,-,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ksx mi 'kh"kZ&85&,l-,e-,-,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ksx mi 'kh"kZ&85&,l-,e-,-,e- ds vUrxZr dLVe gkbZfjax gsrq

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d`f"k ;a= cSad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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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6&,l-,e-,-,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 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6&,l-,e-,-,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 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6&,l-,e-,-,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 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6&,l-,e-,-,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 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6&,l-,e-,-,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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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860679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6&,l-,e-,-,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ksx mi 'kh"kZ&86&,l-,e-,-,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ksx mi 'kh"kZ&86&,l-,e-,-,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ksx mi 'kh"kZ&86&,l-,e-,-,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ksx mi 'kh"kZ&86&,l-,e-,-,e- ds vUrxZr mPp rduhd mRikndrk

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k dsUnzksa dh LFkkiuk gsrq vuqnku ¼90%10½mid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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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7&,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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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870679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ksx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ksx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ksx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ksx mi 'kh"kZ&87&,l-,e-,-,e- ds vUrxZr p;fur xzkeksa esa d`f"k

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iz{ks= ;kaf=dhdj.k dk lao)Zu gsrq vuqnku ¼90%10½i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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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mi 'kh"kZ&88&,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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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880679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ksx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ksx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ksx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ksx mi 'kh"kZ&88&,l-,e-,-,e- ds vUrxZr y?kq ,oa lhekar fdlkuksa

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ds fy, mi;qDr d`f"k ;kaf=dhdj.k viukus gsrq miknku vuqnku ¼90%10½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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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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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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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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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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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890679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ksx mi 'kh"kZ&89&,l-,l-,-,l- ds vUrxZr d`f"k iz{ks= ;kaf=dhdj.k gsrq vuqnku ¼90%10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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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State Scheme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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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900652 ——      11,00,00,000      15,00,00,000       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      11,00,00,000      15,00,00,000       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mi 'kh"k 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 / RKVY Stream-I and Stream-II

State Scheme  - STREAM-I - STREAM-II (RKVY)(0433)

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RKVY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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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910652 ——    1,30,00,00,000    1,30,00,00,000    1,7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ksx mi 'kh"kZ&91&vkj0ds0Hkh0okb0 LVªhe&1 ,oa LVªhe&2 /

RKVY Stream-I and Stream-II ——    1,30,00,00,000    1,30,00,00,000    1,7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w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w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w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wy mRiknumi 'kh"k Z&92&fo'ks"k Qly ;kstuk & Qwy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Flowri Culture

State Scheme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FLORICULTURE(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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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920652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w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w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w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wy mRiknu;ksx mi 'kh"kZ&92&fo'ks"k Qly ;kstuk & Qwy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Flowri Culture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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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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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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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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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mi 'kh"k 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Banana

State Scheme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BANANA(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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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930652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ksx mi 'kh"kZ&93&fo'ks"k Qly ;kstuk & dsyk mRiknu /

Special Crop Specific Scheme - Banana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mi 'kh"k 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 / Exmission of NHM in Non Mission District

State Scheme  - EXTENSION OF NATIONAL HORTICULTURE MISSION PROGRAMME IN NON-MISSION DISTRICTS(0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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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940652 —— —— ——       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ksx mi 'kh"kZ&94&jkT; ckxokuh fe'ku xSj dk;kZfUor ftyk /

Exmission of NHM in Non Mission District —— —— ——       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mi 'kh"k Z&95&d`f"k fDyfud / Agriculture Clinic

State Scheme  - KRISHI CLINIC(0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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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950652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ksx mi 'kh"kZ&95&d`f"k fDyfud / Agriculture Clinic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 /

Use of Solar energ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e Equipments including irrigation Pump Set

State Scheme  - USE OF SOLAR ENERG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AL EQUIPMENT INCLUDING IRRIGATION PUMP

SET(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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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960652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ksx mi 'kh"kZ&96&lkSj ÅtkZ dk mi;ksx d`f"k midj.kksa ls flapkbZ /

Use of Solar energ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e Equipments including

irrigation Pump Set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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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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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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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mi 'kh"k Z&97&lesfdr frygu fodkl ;k stuk / Integrated Oil Seed Development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OILSEED DEVELOPMENT PROGRAMME(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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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970652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ksx mi 'kh"kZ&97&lesfdr frygu fodkl ;kstuk /

Integrated Oil Seed Development Programme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ª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ª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ª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ªh; [kk| lqj{kk fe'ku dk izlkj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 a esa jk"Vªh; [kk| lqj{kk fe'ku dk izlkj / Extension of NFSM in Non-Mission District

State Scheme  - EXTENSION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MISSION PROGRAMME IN NON-MISSION DISTRICTS

(NFSM)(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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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980652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ª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ª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ª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ªh; [kk| lqj{kk fe'ku dk izlkj;ksx mi 'kh"kZ&98&xSj dk;kZfUor ftyksa esa jk"Vªh; [kk| lqj{kk fe'ku dk izlkj /

Extension of NFSM in Non-Mission District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mi 'kh"k Z&A2&cht mRiknu / Seed Production

State Scheme  - SEED PRODUCTION ON SAF(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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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P240100796A20323 —— —— ——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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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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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01P240100796A20543 ——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ksx mi 'kh"kZ&A2&cht mRiknu / Seed Production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mi 'kh"k Z&A3&d`f"k esyk dk;Z'kkyk izn'k Zuh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State Scheme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DEMONSTRATION(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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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01P240100796A30320 —— —— ——       1,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ksx mi 'kh"kZ&A3&d`f"k esyk dk;Z'kkyk izn'kZuh /

Agriculture Fair, Workshop and Publicity —— —— ——       1,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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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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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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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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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mi 'kh"k Z&A4&izf'k{k.k] Hk ze.k] izk 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Incentive,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

State Scheme  - TRAINING, EXPOSURE, ENCOURAGEMENT,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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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iqjLdkj / Rewards 01P240100796A40106 —— —— ——         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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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01P240100796A40213 —— —— ——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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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01P240100796A40321 —— —— ——         25,00,000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P240100796A40335 —— —— ——         3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ksx mi 'kh"kZ&A4&izf'k{k.k] Hkze.k] izksRlkgu] iqjLdkj] izpkj&izlkj /

Training, Exposure, Incentive, Award, Publicity & Extension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mi 'kh"k 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FOR INPUT SUBSIDY(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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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A50652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ksx mi 'kh"kZ&A5&ulZjh dh LFkkiuk ,oa fodkl /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ursery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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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A60679 —— —— ——       2,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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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6&jkT; e'kkyk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Spices Mission —— —— ——       2,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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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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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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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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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A706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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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7&jkT; vkS"k/kh;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to State Medicinal Mission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mi 'kh"k Z&A8&ikSf"Vd Qy ikS/kk s ,oa lCth dh fodkl / Nutratio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 Development

State Scheme  - DEVELOPMENT OF NUTRITIONAL FRUIT PLANT AND VEGETABLE(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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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796A80652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ksx mi 'kh"kZ&A8&ikSf"Vd Qy ikS/kks ,oa lCth dh fodkl /

Nutration fruit and Vegetable Plant Development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Organic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BIO/ORGANIC MISSION(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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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796A90679 —— —— ——       2,6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Organic Mission —— —— ——       2,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1,46,88,98,317    2,37,56,00,000    2,34,58,00,000    2,52,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09&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09&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09&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09&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09&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 / Development of Department Infra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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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240100800090545       2,54,85,992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09&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09&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09&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09&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

Development of Department Infrastructures       2,54,85,992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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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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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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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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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17&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17&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17&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17&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mi 'kh"k Z&17&foHkkxh; vk/kkjHk wr lajpukvk s a dk fodkl / Development of Departmental Infra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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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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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01P240100800170543 —— ——         21,00,000 ——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240100800170545 ——      11,00,00,000      13,13,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7&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17&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17&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17&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ksx mi 'kh"kZ&17&foHkkxh;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

Development of Departmental Infrastructures ——      11,00,00,000      13,3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mi 'kh"k 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ugarcane Development

State Scheme  - SUGER CANE DEVLOPMENT(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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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800340652         34,84,953         25,00,000         25,00,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34&xUuk ds fodkl dh ;kstuk /

Scheme for Sugarcane Development         34,84,953         25,00,000         25,00,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 sV sM QkfeZ ax½mi 'kh"k 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 sV sM QkfeZ ax½mi 'kh"k 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 sV sM QkfeZ ax½mi 'kh"k 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 sV sM QkfeZ ax½mi 'kh"k 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 sV sM QkfeZ ax½ / Mukhya Mantri Kisan Khushali Yojana - Integrated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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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osru / Pay 01P240100800480101         16,91,612 —— —— ——

09 ekuns; / Honorarium 01P240100800480109 ——         38,00,000         87,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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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1P240100800480315          8,57,421          2,00,000          9,00,000 ——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1P240100800480317         65,08,19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sVsM QkfeZax½;ksx mi 'kh"k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sVsM QkfeZax½;ksx mi 'kh"k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sVsM QkfeZax½;ksx mi 'kh"k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sVsM QkfeZax½;ksx mi 'kh"kZ&48&eq[;ea=h fdlku [kq'kgkyh ;kstuk ¼baVhxzsVsM QkfeZax½ /

Mukhya Mantri Kisan Khushali Yojana - Integrated Farming         90,57,232         40,00,000         96,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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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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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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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52&ijke'kh Z lsok,a ,oa d`f"k lwpuk ra=mi 'kh"k Z&52&ijke'kh Z lsok,a ,oa d`f"k lwpuk ra=mi 'kh"k Z&52&ijke'kh Z lsok,a ,oa d`f"k lwpuk ra=mi 'kh"k Z&52&ijke'kh Z lsok,a ,oa d`f"k lwpuk ra=mi 'kh"k Z&52&ijke'kh Z lsok,a ,oa d`f"k lwpuk ra= / Cunsultancy Services and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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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1P240100800520678       1,34,28,73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2&ijke'khZ lsok,a ,oa d`f"k lwpuk ra=;ksx mi 'kh"kZ&52&ijke'khZ lsok,a ,oa d`f"k lwpuk ra=;ksx mi 'kh"kZ&52&ijke'khZ lsok,a ,oa d`f"k lwpuk ra=;ksx mi 'kh"kZ&52&ijke'khZ lsok,a ,oa d`f"k lwpuk ra=;ksx mi 'kh"kZ&52&ijke'khZ lsok,a ,oa d`f"k lwpuk ra= /

Cunsultancy Services and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1,34,28,73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53&vk0ds0Hkh0okbZ0LVªhe&1 LVªhe&2mi 'kh"k Z&53&vk0ds0Hkh0okbZ0LVªhe&1 LVªhe&2mi 'kh"k Z&53&vk0ds0Hkh0okbZ0LVªhe&1 LVªhe&2mi 'kh"k Z&53&vk0ds0Hkh0okbZ0LVªhe&1 LVªhe&2mi 'kh"k Z&53&vk0ds0Hkh0okbZ0LVªhe&1 LVªhe&2 / RKVY Streem-I and Streem-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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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800530652      64,54,83,68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3&vk0ds0Hkh0okbZ0LVªhe&1 LVªhe&2;ksx mi 'kh"kZ&53&vk0ds0Hkh0okbZ0LVªhe&1 LVªhe&2;ksx mi 'kh"kZ&53&vk0ds0Hkh0okbZ0LVªhe&1 LVªhe&2;ksx mi 'kh"kZ&53&vk0ds0Hkh0okbZ0LVªhe&1 LVªhe&2;ksx mi 'kh"kZ&53&vk0ds0Hkh0okbZ0LVªhe&1 LVªhe&2 /

RKVY Streem-I and Streem-II      64,54,83,68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64&>kj[k.M d`f"k dkMZ ;k stuk / Jharkhand Agriculture Card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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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800640679 ——         30,00,000         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64&>kj[k.M d`f"k dkMZ ;kstuk /

Jharkhand Agriculture Card Scheme ——         30,00,000         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66&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66&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66&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66&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66&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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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800660652       2,23,56,08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6&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66&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66&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66&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66&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2,23,56,08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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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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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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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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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67&d`f"k vuqnkumi 'kh"k Z&67&d`f"k vuqnkumi 'kh"k Z&67&d`f"k vuqnkumi 'kh"k Z&67&d`f"k vuqnkumi 'kh"k Z&67&d`f"k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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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800670679         26,77,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7&d`f"k vuqnku;ksx mi 'kh"kZ&67&d`f"k vuqnku;ksx mi 'kh"kZ&67&d`f"k vuqnku;ksx mi 'kh"kZ&67&d`f"k vuqnku;ksx mi 'kh"kZ&67&d`f"k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Agriculture         26,77,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68&e`nk lq/kkj] izca/ku ,oa Hkwfe fodkl dh ;kstukmi 'kh"k Z&68&e`nk lq/kkj] izca/ku ,oa Hkwfe fodkl dh ;kstukmi 'kh"k Z&68&e`nk lq/kkj] izca/ku ,oa Hkwfe fodkl dh ;kstukmi 'kh"k Z&68&e`nk lq/kkj] izca/ku ,oa Hkwfe fodkl dh ;kstukmi 'kh"k Z&68&e`nk lq/kkj] izca/ku ,oa Hkwfe fodkl dh ;kstuk / Soil Reclamation, Management and Land Development Scheme

State Scheme  - SOIL RECLAMATION, SOIL MANAGEMENT - PLANT PROTECTION WORKS SCHEME(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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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800680652 ——       6,00,00,000       6,00,00,000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8&e`nk lq/kkj] izca/ku ,oa Hkwfe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68&e`nk lq/kkj] izca/ku ,oa Hkwfe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68&e`nk lq/kkj] izca/ku ,oa Hkwfe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68&e`nk lq/kkj] izca/ku ,oa Hkwfe fodkl dh ;kstuk;ksx mi 'kh"kZ&68&e`nk lq/kkj] izca/ku ,oa Hkwfe fodkl dh ;kstuk /

Soil Reclamation, Management and Land Development Scheme ——       6,00,00,000       6,00,00,000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70&>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70&>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70&>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70&>kj[k.M d`f"k dkMZ ;k stukmi 'kh"k Z&70&>kj[k.M d`f"k dkMZ ;k stuk / Jharkhand Agriculture Card Scheme

State Scheme  - JHARKHAND KRISHI CARD SCHEME(0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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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800700679         27,06,7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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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70&>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70&>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70&>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70&>kj[k.M d`f"k dkMZ ;kstuk;ksx mi 'kh"kZ&70&>kj[k.M d`f"k dkMZ ;kstuk /

Jharkhand Agriculture Card Scheme         27,06,742 —— ——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Organic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BIO/ORGANIC MISSION(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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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800810679 ——       1,50,00,000       1,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81&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Organic Mission ——       1,50,00,000       1,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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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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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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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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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mi 'kh"k Z&90&d`f"k ;k a f=dhdj.k izk s Rlkgu dh ;k 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State Scheme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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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800900652 ——       8,00,00,000      12,00,00,0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ksx mi 'kh"kZ&90&d`f"k ;kaf=dhdj.k izksRlkgu dh ;kstuk /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Promotional Scheme ——       8,00,00,000      12,00,00,000       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91&vk0ds0Hkh0okbZ0 LVªhe&1 LVªhe&2mi 'kh"k Z&91&vk0ds0Hkh0okbZ0 LVªhe&1 LVªhe&2mi 'kh"k Z&91&vk0ds0Hkh0okbZ0 LVªhe&1 LVªhe&2mi 'kh"k Z&91&vk0ds0Hkh0okbZ0 LVªhe&1 LVªhe&2mi 'kh"k Z&91&vk0ds0Hkh0okbZ0 LVªhe&1 LVªhe&2 / RKVY Stream-I and Stream-II

State Scheme  - STREAM-I - STREAM-II (RKVY)(0433)

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RKVY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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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100800910652 ——    1,02,74,00,000    1,02,74,00,000      8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91&vk0ds0Hkh0okbZ0 LVªhe&1 LVªhe&2;ksx mi 'kh"kZ&91&vk0ds0Hkh0okbZ0 LVªhe&1 LVªhe&2;ksx mi 'kh"kZ&91&vk0ds0Hkh0okbZ0 LVªhe&1 LVªhe&2;ksx mi 'kh"kZ&91&vk0ds0Hkh0okbZ0 LVªhe&1 LVªhe&2;ksx mi 'kh"kZ&91&vk0ds0Hkh0okbZ0 LVªhe&1 LVªhe&2 /

RKVY Stream-I and Stream-II ——    1,02,74,00,000    1,02,74,00,000      8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mi 'kh"k 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Organic Mission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BIO/ORGANIC MISSION(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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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100800A906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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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ksx mi 'kh"kZ&A9&jkT; tSfod fe'ku gsrq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State Organic Mission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72,46,80,423    1,30,19,00,000    1,37,09,00,000      98,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01&Qly d`f"k&deZdqy ;ksx&2401&Qly d`f"k&deZdqy ;ksx&2401&Qly d`f"k&deZdqy ;ksx&2401&Qly d`f"k&deZdqy ;ksx&2401&Qly d`f"k&deZ / CROP HUSBANDRY    2,38,52,05,589    4,24,75,00,000    4,21,25,00,000    4,34,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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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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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2&ènk rFkk ty laj{k.k  /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 SOIL SURVEY AND TESTING
mi 'kh"k Z&05&Hk wfe laj{k.k vkSj vuqla/kku mi 'kh"k Z&05&Hk wfe laj{k.k vkSj vuqla/kku mi 'kh"k Z&05&Hk wfe laj{k.k vkSj vuqla/kku mi 'kh"k Z&05&Hk wfe laj{k.k vkSj vuqla/kku mi 'kh"k Z&05&Hk wfe laj{k.k vkSj vuqla/kku / Soil Con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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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 ekuns; / Honorarium 01P240200101050109          4,91,194         10,00,000         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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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1P240200101050323         35,00,000         30,00,000         30,00,000 ——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1P240200101050335         40,00,000         80,00,000         80,00,000 ——

39 j[k&j[kko ,oa ejEer /

Repairing and Maintenance 01P240200101050339         10,00,000         20,00,000         2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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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1P240200101050544         10,00,000       1,10,00,000       1,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Hkwfe laj{k.k vkSj vuqla/kku ;ksx mi 'kh"kZ&05&Hkwfe laj{k.k vkSj vuqla/kku ;ksx mi 'kh"kZ&05&Hkwfe laj{k.k vkSj vuqla/kku ;ksx mi 'kh"kZ&05&Hkwfe laj{k.k vkSj vuqla/kku ;ksx mi 'kh"kZ&05&Hkwfe laj{k.k vkSj vuqla/kku /

Soil Con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99,91,194       2,50,00,000       2,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 SOIL SURVEY AND TESTING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 Barren L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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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1P240200101060544       7,56,86,400       8,00,00,000       9,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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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1P240200101060759         16,54,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 Barren Land Development       7,73,40,400       8,0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 SOIL SURVEY AND TESTING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 Development of Rice Fallow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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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1P240200101100544       4,6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

Development of Rice Fallow Land       4,60,00,000       7,00,00,000       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e`nk losZ{k.k rFkk ijh{k.k     /
SOIL SURVEY AND TESTING      13,33,31,594      17,50,00,000      18,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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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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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2&ènk rFkk ty laj{k.k  /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y?kq 'kh"kZ&102&e`nk laj{k.k y?kq 'kh"kZ&102&e`nk laj{k.k y?kq 'kh"kZ&102&e`nk laj{k.k y?kq 'kh"kZ&102&e`nk laj{k.k y?kq 'kh"kZ&102&e`nk laj{k.k  / SOIL CONSERVATION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 Jalnidhi

State Scheme  - JALANIDHI(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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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200102110652 —— —— ——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Jalnidhi —— —— ——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e`nk laj{k.k ;ksx y?kq 'kh"kZ&102&e`nk laj{k.k ;ksx y?kq 'kh"kZ&102&e`nk laj{k.k ;ksx y?kq 'kh"kZ&102&e`nk laj{k.k ;ksx y?kq 'kh"kZ&102&e`nk laj{k.k /SOIL CONSERVATION —— —— ——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 Barren L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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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1P240200789060544         98,66,148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Barren Land Development         98,66,148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 Development of Rice Fallow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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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1P240200789100544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

Development of Rice Fallow Land ——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 Jalnidhi

State Scheme  - JALANIDHI(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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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200789110652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Jalnidhi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98,66,148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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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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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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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2&ènk rFkk ty laj{k.k  /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mi 'kh"k Z&06&catj Hkwfe fodkl / Barren L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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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1P240200796060544       8,41,95,851       8,5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6&catj Hkwfe fodkl / Barren Land Development       8,41,95,851       8,50,00,000       9,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7&>kj[k.M jkT; d`f"k ,oaHk wfe laj{k.k laLFkku dks vuqnku mi 'kh"k Z&07&>kj[k.M jkT; d`f"k ,oaHk wfe laj{k.k laLFkku dks vuqnku mi 'kh"k Z&07&>kj[k.M jkT; d`f"k ,oaHk wfe laj{k.k laLFkku dks vuqnku mi 'kh"k Z&07&>kj[k.M jkT; d`f"k ,oaHk wfe laj{k.k laLFkku dks vuqnku mi 'kh"k Z&07&>kj[k.M jkT; d`f"k ,oaHk wfe laj{k.k laLFkku dks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Jharkhand Agri. & Soil Management Institute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JHARKHAND AGRICULTURE AND SOIL MGMT. INSTITUTE(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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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0200796070679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kj[k.M jkT; d`f"k ,oaHkwfe laj{k.k laLFkku dks vuqnku ;ksx mi 'kh"kZ&07&>kj[k.M jkT; d`f"k ,oaHkwfe laj{k.k laLFkku dks vuqnku ;ksx mi 'kh"kZ&07&>kj[k.M jkT; d`f"k ,oaHkwfe laj{k.k laLFkku dks vuqnku ;ksx mi 'kh"kZ&07&>kj[k.M jkT; d`f"k ,oaHkwfe laj{k.k laLFkku dks vuqnku ;ksx mi 'kh"kZ&07&>kj[k.M jkT; d`f"k ,oaHkwfe laj{k.k laLFkku dks vuqnku /

Grants in Aid to Jharkhand Agri. & Soil Management Institute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8&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08&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08&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08&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08&jkbZl QSyks Hkwfe fodkl / Development of Rice Fallow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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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1P240200796080544       5,38,70,55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8&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8&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8&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8&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08&jkbZl QSyks Hkwfe fodkl /

Development of Rice Fallow Land       5,38,70,55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 Development of Rice Fallow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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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1P240200796100544 ——       8,50,00,000       8,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ksx mi 'kh"kZ&10&jkbZl QSyks Hkwfe fodkl /

Development of Rice Fallow Land ——       8,50,00,000       8,5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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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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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02&ènk rFkk ty laj{k.k  /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mi 'kh"k Z&11&tyfuf/k / Jalnidhi

State Scheme  - JALANIDHI(0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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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1P240200796110652 —— —— ——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ksx mi 'kh"kZ&11&tyfuf/k / Jalnidhi —— —— ——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18,80,66,401      22,00,00,000      22,50,00,000      1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02&e`nk rFkk ty laj{k.k dqy ;ksx&2402&e`nk rFkk ty laj{k.k dqy ;ksx&2402&e`nk rFkk ty laj{k.k dqy ;ksx&2402&e`nk rFkk ty laj{k.k dqy ;ksx&2402&e`nk rFkk ty laj{k.k /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33,12,64,143      40,50,00,000      42,00,00,000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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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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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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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15&d̀f"k vuqla/kku rFkk f'k{kk  /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 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 vuqnku mi 'kh"k 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 vuqnku mi 'kh"k 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 vuqnku mi 'kh"k 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 vuqnku mi 'kh"k 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 vuqnku / Grants to Birs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BIRSA AGRICULTURE UNIVERSITY(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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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1P241580277040679 —— —— ——       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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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 vuqnku ;ksx mi 'kh"k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 vuqnku ;ksx mi 'kh"k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 vuqnku ;ksx mi 'kh"k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 vuqnku ;ksx mi 'kh"k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 vuqnku /

Grants to Birs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 —— ——       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y?kq 'kh"k Z&277&f'k{kk  / EDUCATION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Establishment of State Agricultur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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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1P241580277150678 ——       6,00,00,000       6,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ksx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ksx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ksx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ksx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Establishment of State Agriculture College ——       6,00,00,000       6,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ksx y?kq 'kh"kZ&277&f'k{kk /EDUCATION ——       6,00,00,000       6,00,00,000       8,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rk vuqnku mi 'kh"k 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rk vuqnku mi 'kh"k 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rk vuqnku mi 'kh"k 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rk vuqnku mi 'kh"k 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rk vuqnku / Grants to Birs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State Scheme  - GRANTS IN AID TO BIRSA AGRICULTURE UNIVERSITY(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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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01P241580796040646      19,67,94,000      22,50,91,000      22,50,91,000      26,75,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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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P241580796040679       3,91,29,000      12,49,09,000      12,49,09,000      10,24,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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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04&fcjlk d`f"k fo'ofo|ky; dks lgk;rk vuqnku /

Grants to Birs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23,59,23,000      35,00,00,000      35,00,00,000      3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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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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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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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15&d̀f"k vuqla/kku rFkk f'k{kk  /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0&nqX/k izk S|k sfxdh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 vuqnku mi 'kh"k Z&10&nqX/k izk S|k sfxdh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 vuqnku mi 'kh"k Z&10&nqX/k izk S|k sfxdh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 vuqnku mi 'kh"k Z&10&nqX/k izk S|k sfxdh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 vuqnku mi 'kh"k Z&10&nqX/k izk S|k sfxdh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Establishment of Dairy Technology College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OF DAIRY TECHNOLOGY COLLEGE(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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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1P241580796100678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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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10&nqX/k izkS|ksfxdh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 vuqnku ;ksx mi 'kh"kZ&10&nqX/k izkS|ksfxdh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 vuqnku ;ksx mi 'kh"kZ&10&nqX/k izkS|ksfxdh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 vuqnku ;ksx mi 'kh"kZ&10&nqX/k izkS|ksfxdh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 vuqnku ;ksx mi 'kh"kZ&10&nqX/k izkS|ksfxdh egkfo|ky; dh LFkkiuk gsrq lgk;~;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Establishment of Dairy Technology College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5&jkT; es a d`f"k egkfo|kyvks a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mi 'kh"k Z&15&jkT; es a d`f"k egkfo|kyvks a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mi 'kh"k Z&15&jkT; es a d`f"k egkfo|kyvks a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mi 'kh"k Z&15&jkT; es a d`f"k egkfo|kyvks a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mi 'kh"k Z&15&jkT; es a d`f"k egkfo|kyvks a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Establishment of State Agriculture College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OF AGRICULTURE COLLEGES(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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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1P241580796150678      14,53,82,400      11,00,00,000      11,00,00,000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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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vksa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ksx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vksa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ksx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vksa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ksx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vksa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ksx mi 'kh"kZ&15&jkT; esa d`f"k egkfo|kyvksa dh LFkkiuk gsrq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Establishment of State Agriculture College      14,53,82,400      11,00,00,000      11,00,00,000      1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40,13,05,400      48,00,00,000      48,00,00,000      4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40,13,05,400      54,00,00,000      54,00,00,000      5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15&d`f"k vuqla/kku rFkk f'k{kk dqy ;ksx&2415&d`f"k vuqla/kku rFkk f'k{kk dqy ;ksx&2415&d`f"k vuqla/kku rFkk f'k{kk dqy ;ksx&2415&d`f"k vuqla/kku rFkk f'k{kk dqy ;ksx&2415&d`f"k vuqla/kku rFkk f'k{kk /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40,13,05,400      54,00,00,000      54,00,00,000      5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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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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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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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35&vU; d̀f"k dk;ZØe  / OTHER AGRICULTURAL PROGRAMMES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 MARKETING AND QUALITY CONTROL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 GRADING AND QUALITY CONTROL FACILITIES
mi 'kh"k Z&03&,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03&,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03&,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03&,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03&,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 Agriculture Cunsaltancy and Evalution Service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1 ijke'khZ 'kqYd / Consulting Fees 01P243501102030331         17,58,568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03&,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03&,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03&,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03&,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
Agriculture Cunsaltancy and Evalution Service         17,58,568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 GRADING AND QUALITY CONTROL FACILITIES
mi 'kh"k Z&11&d`f"k iz;k sx'kky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 Establishment & Strengthening of Agriculture Laboratory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STATE QUALITY CONTROL LABORATORY(0464)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1P243501102110678 ——         20,00,000         2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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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
Establishment & Strengthening of Agriculture Laboratory ——         20,00,000         2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 GRADING AND QUALITY CONTROL FACILITIES
mi 'kh"k 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 Agriculture Cunsaltancy and Evalution Service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1 ijke'khZ 'kqYd / Consulting Fees 01P243501102120331 ——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
Agriculture Cunsaltancy and Evalution Service ——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ksx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ksx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ksx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ksx y?kq 'kh"kZ&102&Js.khc) djus rFkk xq.koUkk fu;a=.k lqfo/kk,a /
GRADING AND QUALITY CONTROL FACILITIES         17,58,568         80,00,000         8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11&d`f"k iz;k sx'kkyk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k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k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k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k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 Establishment & Strengthening of Agriculture Laboratory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STATE QUALITY CONTROL LABORATORY(0464)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1P24350178911067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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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k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k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k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k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k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
Establishment & Strengthening of Agriculture Laboratory —— —— ——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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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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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2435&vU; d̀f"k dk;ZOe  / OTHER AGRICULTURAL PROGRAMMES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 MARKETING AND QUALITY CONTROL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2&,xzhdYpj MsoyiesUV dkS a fly dh LFkkiuk mi 'kh"k Z&02&,xzhdYpj MsoyiesUV dkS a fly dh LFkkiuk mi 'kh"k Z&02&,xzhdYpj MsoyiesUV dkS a fly dh LFkkiuk mi 'kh"k Z&02&,xzhdYpj MsoyiesUV dkS a fly dh LFkkiuk mi 'kh"k Z&02&,xzhdYpj MsoyiesUV dkS a fly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ouncil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1 ijke'khZ 'kqYd / Consulting Fees 01P243501796020331          1,87,949          5,00,000          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xzhdYpj MsoyiesUV dkSafly dh LFkkiuk ;ksx mi 'kh"kZ&02&,xzhdYpj MsoyiesUV dkSafly dh LFkkiuk ;ksx mi 'kh"kZ&02&,xzhdYpj MsoyiesUV dkSafly dh LFkkiuk ;ksx mi 'kh"kZ&02&,xzhdYpj MsoyiesUV dkSafly dh LFkkiuk ;ksx mi 'kh"kZ&02&,xzhdYpj MsoyiesUV dkSafly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Council          1,87,949          5,00,000          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4&,xzhdYpj dalyVs a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04&,xzhdYpj dalyVs a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04&,xzhdYpj dalyVs a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04&,xzhdYpj dalyVs a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04&,xzhdYpj dalyVs alh ,oa bHk sY;w'ku lfoZl / Agriculture Cunsaltancy and Evalution Service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9 ekuns; / Honorarium 01P243501796040109          9,04,692 —— —— ——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1 ijke'khZ 'kqYd / Consulting Fees 01P243501796040331         18,54,951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xzhdYpj dalyVsa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04&,xzhdYpj dalyVsa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04&,xzhdYpj dalyVsa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04&,xzhdYpj dalyVsa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04&,xzhdYpj dalyVsalh ,oa bHksY;w'ku lfoZl /
Agriculture Cunsaltancy and Evalution Service         27,59,64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1&d`f"k iz;k sx'kkyk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k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k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k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mi 'kh"k Z&11&d`f"k iz;k sx'kkykvks a dh LFkkiuk ,oa lqn`<+hdj.k / Establishment & Strengthening of Agriculture Laboratory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STATE QUALITY CONTROL LABORATORY(0464)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1P243501796110678         25,84,534         30,00,000         30,00,000       2,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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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k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k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k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k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ksx mi 'kh"kZ&11&d`f"k iz;ksx'kkykvksa dh LFkkiuk ,oa lqn`<+hdj.k /
Establishment & Strengthening of Agriculture Laboratory         25,84,534         30,00,000         30,00,000       2,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mi 'kh"k 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 sY;w'ku lfoZl / Agriculture Cunsaltancy and Evalution Service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31 ijke'khZ 'kqYd / Consulting Fees 01P243501796120331 ——         90,00,000         9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ksx mi 'kh"kZ&12&,xzhdYpj dUlyVsUlh ,oa bHksY;w'ku lfoZl /
Agriculture Cunsaltancy and Evalution Service ——         90,00,000         9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55,32,126       1,25,00,000       1,25,00,000       2,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ksx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ksx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ksx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ksx mi&eq[; 'kh"kZ&01&foi.ku rFkk xq.koUkk fu;a=.k /
MARKETING AND QUALITY CONTROL         72,90,694       2,05,00,000       2,05,00,000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35&vU; d`f"k dk;ZØe dqy ;ksx&2435&vU; d`f"k dk;ZØe dqy ;ksx&2435&vU; d`f"k dk;ZØe dqy ;ksx&2435&vU; d`f"k dk;ZØe dqy ;ksx&2435&vU; d`f"k dk;ZØe /
OTHER AGRICULTURAL PROGRAMMES         72,90,694       2,05,00,000       2,05,00,000       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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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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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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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 REGUL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mi 'kh"k 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 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 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 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 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 Standardiz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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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01P347500106070317          5,85,400          8,00,000          8,00,000         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

Standardiz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5,85,400          8,00,000          8,00,000         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6&Hkkj vkSj eki dk fofu;eu     /
REGULATION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5,85,400          8,00,000          8,00,000         1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State Scheme  - STRANDARIZATION OF WEIGHTS - MEASURES(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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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01P347500789070317 —— —— ——          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7&eki ,oa rkSy dk ekudhdj.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          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          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2&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 Z&02&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 Z&02&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 Z&02&eki ,oa rkSy dk ekudhdj.k mi 'kh"k Z&02&eki ,oa rkSy dk ekudhdj.k / Standardization of Weight and Measure

State Scheme  - STRANDARIZATION OF WEIGHTS - MEASURES(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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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01P347500796020317          2,36,720         12,00,000         1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2&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2&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2&eki ,oa rkSy dk ekudhdj.k ;ksx mi 'kh"kZ&02&eki ,oa rkSy dk ekudhdj.k /

Standardization of Weight and Measure          2,36,720         12,00,000         12,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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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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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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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7&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07&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07&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07&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mi 'kh"kZ&07&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State Scheme  - STRANDARIZATION OF WEIGHTS - MEASURES(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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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01P347500796070317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mi 'kh"kZ&07&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mi 'kh"kZ&07&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mi 'kh"kZ&07&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mi 'kh"kZ&07&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2,36,720         12,00,000         12,00,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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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GENERAL ECONOMIC SERVICES          8,22,120         20,00,000         20,00,000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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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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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4401&Qly d̀f"k de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ROP HUSBANDRY

y?kq 'kh"kZ&101&d`f"k lgdkfjrk y?kq 'kh"kZ&101&d`f"k lgdkfjrk y?kq 'kh"kZ&101&d`f"k lgdkfjrk y?kq 'kh"kZ&101&d`f"k lgdkfjrk y?kq 'kh"kZ&101&d`f"k lgdkfjrk  / FARMING COOPERATIVES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

Strengthening of infrastructure, Land Acquisition and other Support facilities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for effective imple-

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e schemes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INFRASTRUCTURE, LAND ACQUISITION AND OTHER SUPPORT FACILITIES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E SCHEMES(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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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100101090545 —— —— ——       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

Strengthening of infrastructure, Land Acquisition and other Support

facilities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e schemes —— —— ——       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d`f"k lgdkfjrk     /
FARMING COOPERATIVES —— —— ——       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

State Scheme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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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100113100545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ksx y?kq 'kh"kZ&113&d`f"k bathfu;jh /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 —— ——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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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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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4401&Qly d̀f"k de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ROP HUSBANDRY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

Strengthening of infrastructure, Land Acquisition and other Support facilities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for effective imple-

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e schemes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INFRASTRUCTURE, LAND ACQUISITION AND OTHER SUPPORT FACILITIES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E SCHEMES(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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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100789090545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

Strengthening of infrastructure, Land Acquisition and other Support

facilities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e schemes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

State Scheme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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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100789100545 —— —— ——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 —— —— ——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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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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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4401&Qly d̀f"k de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ROP HUSBANDRY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7&d`f"k izk S|k sfxdh dk fodkl ,oa izlkj mi 'kh"k Z&07&d`f"k izk S|k sfxdh dk fodkl ,oa izlkj mi 'kh"k Z&07&d`f"k izk S|k sfxdh dk fodkl ,oa izlkj mi 'kh"k Z&07&d`f"k izk S|k sfxdh dk fodkl ,oa izlkj mi 'kh"k Z&07&d`f"k izk S|k sfxdh dk fodkl ,oa izlkj /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State Scheme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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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100796070545       1,60,00,000         80,00,000         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d`f"k izkS|ksfxdh dk fodkl ,oa izlkj ;ksx mi 'kh"kZ&07&d`f"k izkS|ksfxdh dk fodkl ,oa izlkj ;ksx mi 'kh"kZ&07&d`f"k izkS|ksfxdh dk fodkl ,oa izlkj ;ksx mi 'kh"kZ&07&d`f"k izkS|ksfxdh dk fodkl ,oa izlkj ;ksx mi 'kh"kZ&07&d`f"k izkS|ksfxdh dk fodkl ,oa izlkj /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1,60,00,000         80,00,000         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8&jkT; cht fuxe dks vuqnku mi 'kh"kZ&08&jkT; cht fuxe dks vuqnku mi 'kh"kZ&08&jkT; cht fuxe dks vuqnku mi 'kh"kZ&08&jkT; cht fuxe dks vuqnku mi 'kh"kZ&08&jkT; cht fuxe dks vuqnku / Grants to State Seed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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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1P440100796080648       5,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8&jkT; cht fuxe dks vuqnku ;ksx mi 'kh"kZ&08&jkT; cht fuxe dks vuqnku ;ksx mi 'kh"kZ&08&jkT; cht fuxe dks vuqnku ;ksx mi 'kh"kZ&08&jkT; cht fuxe dks vuqnku ;ksx mi 'kh"kZ&08&jkT; cht fuxe dks vuqnku /

Grants to State Seed Corporation       5,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 /

Strengthening of infrastructure, Land Acquisition and other Support facilities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for effective imple-

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e schemes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INFRASTRUCTURE, LAND ACQUISITION AND OTHER SUPPORT FACILITIES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E SCHEMES(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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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100796090545 —— —— ——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ksx mi 'kh"kZ&09&d`f"k ;kstukvksa ds izHkkoh fØ;kUo;u ,oa vuqJo.k gsrq

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d`f"k foHkkx ds vk/kkjHkwr lajpuk Hkw&vtZu ,oa lqfo/kkvksa ds

fodkl dh ;kstukfodkl dh ;kstukfodkl dh ;kstukfodkl dh ;kstukfodkl dh ;kstuk /

Strengthening of infrastructure, Land Acquisition and other Support

 facilities of Agriculture Department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e schemes —— —— ——       9,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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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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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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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4401&Qly d̀f"k de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ROP HUSBANDRY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mi 'kh"k 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 a uohuhdj.k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

State Scheme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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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100796100545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ksx mi 'kh"kZ&10&d`f"k rduhd dk fodkl ,oa izlkj esa uohuhdj.k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 —— —— ——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6,60,00,000         80,00,000         80,00,000      10,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02&/kuckn ftys esa d`f"k izkS|ksfxdh ikdZ dh LFkkiuk mi 'kh"kZ&02&/kuckn ftys esa d`f"k izkS|ksfxdh ikdZ dh LFkkiuk mi 'kh"kZ&02&/kuckn ftys esa d`f"k izkS|ksfxdh ikdZ dh LFkkiuk mi 'kh"kZ&02&/kuckn ftys esa d`f"k izkS|ksfxdh ikdZ dh LFkkiuk mi 'kh"kZ&02&/kuckn ftys esa d`f"k izkS|ksfxdh ikdZ dh LFkkiu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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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100800020545       1,4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kuckn ftys esa d`f"k izkS|ksfxdh ikdZ dh LFkkiuk ;ksx mi 'kh"kZ&02&/kuckn ftys esa d`f"k izkS|ksfxdh ikdZ dh LFkkiuk ;ksx mi 'kh"kZ&02&/kuckn ftys esa d`f"k izkS|ksfxdh ikdZ dh LFkkiuk ;ksx mi 'kh"kZ&02&/kuckn ftys esa d`f"k izkS|ksfxdh ikdZ dh LFkkiuk ;ksx mi 'kh"kZ&02&/kuckn ftys esa d`f"k izkS|ksfxdh ikdZ dh LFkkiuk / 1,4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07&d`f"k izk S|k sfxdh dk fodkl ,oa izlkj mi 'kh"k Z&07&d`f"k izk S|k sfxdh dk fodkl ,oa izlkj mi 'kh"k Z&07&d`f"k izk S|k sfxdh dk fodkl ,oa izlkj mi 'kh"k Z&07&d`f"k izk S|k sfxdh dk fodkl ,oa izlkj mi 'kh"k Z&07&d`f"k izk S|k sfxdh dk fodkl ,oa izlkj /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State Scheme  -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O TECHNOLOGY(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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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100800070545 ——         70,00,000         7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d`f"k izkS|ksfxdh dk fodkl ,oa izlkj ;ksx mi 'kh"kZ&07&d`f"k izkS|ksfxdh dk fodkl ,oa izlkj ;ksx mi 'kh"kZ&07&d`f"k izkS|ksfxdh dk fodkl ,oa izlkj ;ksx mi 'kh"kZ&07&d`f"k izkS|ksfxdh dk fodkl ,oa izlkj ;ksx mi 'kh"kZ&07&d`f"k izkS|ksfxdh dk fodkl ,oa izlkj /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of Agriculture Technology ——         70,00,000         7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1,40,00,000         70,00,000         7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401&Qly d`f"k de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1&Qly d`f"k de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1&Qly d`f"k de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1&Qly d`f"k de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1&Qly d`f"k de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ROP HUSBANDRY       8,0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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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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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 LAND RECLAMATION AND DEVELOPMENT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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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200203010545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
LAND RECLAMATION AND DEVELOPMENT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State Scheme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AND FALLOW LAND(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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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200789010545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State Scheme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AND FALLOW LAND(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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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200796010545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 ——      3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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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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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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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1&d̀f"k ,oa xUuk fodkl foHkkx / Agriculture and Sugarcan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q[; 'kh"kZ&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 LAND RECLAMATION AND DEVELOPMENT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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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200203010545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3&Hkwfe dks d`f"k ;ksX; cukuk rFkk mldk fodkl     /
LAND RECLAMATION AND DEVELOPMENT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State Scheme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AND FALLOW LAND(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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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200789010545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State Scheme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AND FALLOW LAND(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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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1P440200796010545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ksx mi 'kh"kZ&01&catj Hkwfe @ jkbZl QSyks fodkl ;kstuk /

Development of Waste Land & Fallow land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 ——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02&e`nk rFkk ty laj{k.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 —— ——      3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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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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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 iqjLdkj / Rewards          90,00,000
13 &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11,00,000
17 &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50,00,000
20 &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3,00,00,000
21 &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53,00,000
23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30,00,000
35 &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46,00,000
43 &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70,00,000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55,00,00,000
46 &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26,75,44,000
52 & lcflMh / Subsidies     4,22,00,00,000
78 &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16,00,00,000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43,74,56,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5,7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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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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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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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mi 'kh"k Z&03&funs'kky; vkSj {k s=h; iz'kklu mi 'kh"k Z&03&funs'kky; vkSj {k s=h; iz'kklu mi 'kh"k Z&03&funs'kky; vkSj {k s=h; iz'kklu mi 'kh"k Z&03&funs'kky; vkSj {k s=h; iz'kklu mi 'kh"k Z&03&funs'kky; vkSj {k s=h; iz'kklu / Dirercotorate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State Scheme  - DIRECTION - ADMINISTRATION(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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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P240300001030315 —— —— ——          6,00,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001030317 —— —— ——         13,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001030323 —— ——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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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02P240300001030440         23,59,122 —— —— ——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P240300001030442 —— ——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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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001030759 ——         36,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funs'kky; vkSj {ks=h; iz'kklu ;ksx mi 'kh"kZ&03&funs'kky; vkSj {ks=h; iz'kklu ;ksx mi 'kh"kZ&03&funs'kky; vkSj {ks=h; iz'kklu ;ksx mi 'kh"kZ&03&funs'kky; vkSj {ks=h; iz'kklu ;ksx mi 'kh"kZ&03&funs'kky; vkSj {ks=h; iz'kklu /

Dirercotorate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23,59,122         36,00,000 ——         3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23,59,122         36,00,000 ——         3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 Z&04&i'kqvk s a dh chekjh ds fu;a=.k ,oa jk sdFkke mi 'kh"k Z&04&i'kqvk s a dh chekjh ds fu;a=.k ,oa jk sdFkke mi 'kh"k Z&04&i'kqvk s a dh chekjh ds fu;a=.k ,oa jk sdFkke mi 'kh"k Z&04&i'kqvk s a dh chekjh ds fu;a=.k ,oa jk sdFkke mi 'kh"k Z&04&i'kqvk s a dh chekjh ds fu;a=.k ,oa jk sdFkke / Control & Prevention of Animal Diseases (Running Scheme)

State Scheme  - CONTROL OF NATIONALLY IMPORTANT LIVESTOCK DISEASES(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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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P240300101040315            98,816          1,00,000          1,00,000          1,00,000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02P240300101040336         19,92,639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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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101040759          4,30,720          5,00,000          5,00,000          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i'kqvksa dh chekjh ds fu;a=.k ,oa jksdFkke ;ksx mi 'kh"kZ&04&i'kqvksa dh chekjh ds fu;a=.k ,oa jksdFkke ;ksx mi 'kh"kZ&04&i'kqvksa dh chekjh ds fu;a=.k ,oa jksdFkke ;ksx mi 'kh"kZ&04&i'kqvksa dh chekjh ds fu;a=.k ,oa jksdFkke ;ksx mi 'kh"kZ&04&i'kqvksa dh chekjh ds fu;a=.k ,oa jksdFkke /

Control & Prevention of Animal Diseases (Running Scheme)         25,22,175         26,00,000         26,00,000         2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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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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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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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 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mi 'kh"k 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mi 'kh"k 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mi 'kh"k 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mi 'kh"k 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 Hospital, Dispensaries and other Establishments

State Scheme  - VET POLYCLINIC - REFERRAL  - MODERNIZATION OF HOSPITAL DISPENSARIES(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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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P240300101240315          7,28,511          5,50,000          5,50,000 ——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101240317         20,36,002       2,18,00,000       2,18,00,000         73,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101240323            64,978          1,00,000          1,00,000       1,10,00,000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02P240300101240336         95,14,721       1,10,00,000       1,10,00,000       1,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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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P240300101240442          1,77,103          2,50,000          2,5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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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240300101240544          2,27,000         70,00,000         7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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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101240759 —— —— ——         3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ksx mi 'kh"k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ksx mi 'kh"k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ksx mi 'kh"k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ksx mi 'kh"k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

Hospital, Dispensaries and other Establishments       1,27,48,315       4,07,00,000       4,07,00,000       3,8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 Z&26&isV Dyhfud mi 'kh"k Z&26&isV Dyhfud mi 'kh"k Z&26&isV Dyhfud mi 'kh"k Z&26&isV Dyhfud mi 'kh"k Z&26&isV Dyhfud / Pet Clinic

State Scheme  - PET CLINIC(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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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101260317 —— —— ——         50,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101260323 —— —— ——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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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101260759         87,18,215       1,60,00,000       1,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6&isV Dyhfud ;ksx mi 'kh"kZ&26&isV Dyhfud ;ksx mi 'kh"kZ&26&isV Dyhfud ;ksx mi 'kh"kZ&26&isV Dyhfud ;ksx mi 'kh"kZ&26&isV Dyhfud /Pet Clinic         87,18,215       1,60,00,000       1,30,00,000         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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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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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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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 Z&30&bihMsfe;ksykWthdy ,oa vuqJo.k dks"kk ax mi 'kh"k Z&30&bihMsfe;ksykWthdy ,oa vuqJo.k dks"kk ax mi 'kh"k Z&30&bihMsfe;ksykWthdy ,oa vuqJo.k dks"kk ax mi 'kh"k Z&30&bihMsfe;ksykWthdy ,oa vuqJo.k dks"kk ax mi 'kh"k Z&30&bihMsfe;ksykWthdy ,oa vuqJo.k dks"kk ax / Epidemiological & Monitoring Cell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OF EPIDEMIOLOGICAL - MONITORING CELL(0802)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02P240300101300213 —— —— ——          2,0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P240300101300315            75,662          1,00,000          1,00,000          2,00,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101300317          7,31,799          3,00,000          3,00,000          3,50,000
33 nwjHkk"k / Telephone 02P240300101300333            11,405            20,000            20,000            50,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P240300101300442 ——            80,000            8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0&bihMsfe;ksykWthdy ,oa vuqJo.k dks"kkax ;ksx mi 'kh"kZ&30&bihMsfe;ksykWthdy ,oa vuqJo.k dks"kkax ;ksx mi 'kh"kZ&30&bihMsfe;ksykWthdy ,oa vuqJo.k dks"kkax ;ksx mi 'kh"kZ&30&bihMsfe;ksykWthdy ,oa vuqJo.k dks"kkax ;ksx mi 'kh"kZ&30&bihMsfe;ksykWthdy ,oa vuqJo.k dks"kkax /
Epidemiological & Monitoring Cell          8,18,866          5,00,000          5,00,000          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ksx y?kq 'kh"kZ&101&i'kq&fpfdRlk lsok,a rFkk i'kq&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2,48,07,571       5,98,00,000       5,68,00,000       4,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 CATTLE AND BUFFALO DEVELOPMENT
mi 'kh"k Z&03&Ýkstu lhesu cS ad mi 'kh"k Z&03&Ýkstu lhesu cS ad mi 'kh"k Z&03&Ýkstu lhesu cS ad mi 'kh"k Z&03&Ýkstu lhesu cS ad mi 'kh"k Z&03&Ýkstu lhesu cS ad / Frozen Semen Bank (Running Scheme)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A.I. CENTRE IN THE STATE(079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102030317 —— —— ——         10,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102030323 —— —— ——         30,00,000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240300102030544       1,00,00,000       1,80,00,000       1,61,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Ýkstu lhesu cSad ;ksx mi 'kh"kZ&03&Ýkstu lhesu cSad ;ksx mi 'kh"kZ&03&Ýkstu lhesu cSad ;ksx mi 'kh"kZ&03&Ýkstu lhesu cSad ;ksx mi 'kh"kZ&03&Ýkstu lhesu cSad /
Frozen Semen Bank (Running Scheme)       1,00,00,000       1,80,00,000       1,61,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 CATTLE AND BUFFALO DEVELOPMENT
mi 'kh"kZ&04&>kj[k.M LVsV bEiysesafVx ,atsUlh QkWj dSVy ,oa cqQSyksa MsoyiesaV gsrq mi 'kh"kZ&04&>kj[k.M LVsV bEiysesafVx ,atsUlh QkWj dSVy ,oa cqQSyksa MsoyiesaV gsrq mi 'kh"kZ&04&>kj[k.M LVsV bEiysesafVx ,atsUlh QkWj dSVy ,oa cqQSyksa MsoyiesaV gsrq mi 'kh"kZ&04&>kj[k.M LVsV bEiysesafVx ,atsUlh QkWj dSVy ,oa cqQSyksa MsoyiesaV gsrq mi 'kh"kZ&04&>kj[k.M LVsV bEiysesafVx ,atsUlh QkWj dSVy ,oa cqQSyksa MsoyiesaV gsrq /
For Jharkhand State Implementing Agency for Cattle & Buffalo Development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JHARKHAND STATE IMPLIMENTING AGENCY(0792)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02P240300102040646       1,50,00,000 —— ——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2P240300102040679 ——         10,00,000         10,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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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kj[k.M LVsV bEiysesafVx ,atsUlh QkWj dSVy ,oa;ksx mi 'kh"kZ&04&>kj[k.M LVsV bEiysesafVx ,atsUlh QkWj dSVy ,oa;ksx mi 'kh"kZ&04&>kj[k.M LVsV bEiysesafVx ,atsUlh QkWj dSVy ,oa;ksx mi 'kh"kZ&04&>kj[k.M LVsV bEiysesafVx ,atsUlh QkWj dSVy ,oa;ksx mi 'kh"kZ&04&>kj[k.M LVsV bEiysesafVx ,atsUlh QkWj dSVy ,oa

cqQSyksa MsoyiesaV gsrq cqQSyksa MsoyiesaV gsrq cqQSyksa MsoyiesaV gsrq cqQSyksa MsoyiesaV gsrq cqQSyksa MsoyiesaV gsrq /
For Jharkhand State Implementing Agency for Cattle &
Buffalo Development       1,5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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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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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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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 CATTLE AND BUFFALO DEVELOPMENT
mi 'kh"k Z&32&ijke'kh Z lsok,¡ mi 'kh"k Z&32&ijke'kh Z lsok,¡ mi 'kh"k Z&32&ijke'kh Z lsok,¡ mi 'kh"k Z&32&ijke'kh Z lsok,¡ mi 'kh"k Z&32&ijke'kh Z lsok,¡ / Consultancy Services

State Scheme  - CONSULTANCY SERVICES - AH(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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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ijke'khZ 'kqYd / Consulting Fees 02P240300102320331          6,05,417         10,00,000          2,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2&ijke'khZ lsok,¡ ;ksx mi 'kh"kZ&32&ijke'khZ lsok,¡ ;ksx mi 'kh"kZ&32&ijke'khZ lsok,¡ ;ksx mi 'kh"kZ&32&ijke'khZ lsok,¡ ;ksx mi 'kh"kZ&32&ijke'khZ lsok,¡ /Consultancy Services          6,05,417         10,00,000          2,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 CATTLE AND BUFFALO DEVELOPMENT
mi 'kh"kZ&33&i'kqfpfdRlky; fo'ofo|ky; dh LFkkiuk gsrq vuqnku mi 'kh"kZ&33&i'kqfpfdRlky; fo'ofo|ky; dh LFkkiuk gsrq vuqnku mi 'kh"kZ&33&i'kqfpfdRlky; fo'ofo|ky; dh LFkkiuk gsrq vuqnku mi 'kh"kZ&33&i'kqfpfdRlky; fo'ofo|ky; dh LFkkiuk gsrq vuqnku mi 'kh"kZ&33&i'kqfpfdRlky; fo'ofo|ky; dh LFkkiuk gsrq vuqnku / ESTABLISHMENT OF VETERINARY UNIVERISTY (50 : 50)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OF VETERINARY UNIVERSITY(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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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2P240300102330679 ——          2,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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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33&i'kqfpfdRlky; fo'ofo|ky; dh LFkkiu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33&i'kqfpfdRlky; fo'ofo|ky; dh LFkkiu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33&i'kqfpfdRlky; fo'ofo|ky; dh LFkkiu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33&i'kqfpfdRlky; fo'ofo|ky; dh LFkkiu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33&i'kqfpfdRlky; fo'ofo|ky; dh LFkkiuk gsrq vuqnku /

ESTABLISHMENT OF VETERINARY UNIVERISTY (50 : 50) ——          2,00,000          2,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 CATTLE AND BUFFALO DEVELOPMENT
mi 'kh"k Z&34&jkT; i'k q/ku ds fpfUgrdj.k ,oa igpku mi 'kh"k Z&34&jkT; i'k q/ku ds fpfUgrdj.k ,oa igpku mi 'kh"k Z&34&jkT; i'k q/ku ds fpfUgrdj.k ,oa igpku mi 'kh"k Z&34&jkT; i'k q/ku ds fpfUgrdj.k ,oa igpku mi 'kh"k Z&34&jkT; i'k q/ku ds fpfUgrdj.k ,oa igpku / Identification & Characterisation of state livestock

State Scheme  - IDENTIFICATION - CHARACTERIZATION OF LIVESTOCK - POULTRY IN THE STATE(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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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zdk'ku / Publication 02P240300102340318 —— —— ——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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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102340759          4,24,696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4&jkT; i'kq/ku ds fpfUgrdj.k ,oa igpku ;ksx mi 'kh"kZ&34&jkT; i'kq/ku ds fpfUgrdj.k ,oa igpku ;ksx mi 'kh"kZ&34&jkT; i'kq/ku ds fpfUgrdj.k ,oa igpku ;ksx mi 'kh"kZ&34&jkT; i'kq/ku ds fpfUgrdj.k ,oa igpku ;ksx mi 'kh"kZ&34&jkT; i'kq/ku ds fpfUgrdj.k ,oa igpku /

Identification & Characterisation of state livestock          4,24,696 —— ——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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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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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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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 CATTLE AND BUFFALO DEVELOPMENT
mi 'kh"k Z&36&tho&tUrq dY;k.k cksMZ mi 'kh"k Z&36&tho&tUrq dY;k.k cksMZ mi 'kh"k Z&36&tho&tUrq dY;k.k cksMZ mi 'kh"k Z&36&tho&tUrq dY;k.k cksMZ mi 'kh"k Z&36&tho&tUrq dY;k.k cksMZ / Animal Welfar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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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2P2403001023606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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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102360759          4,22,625         50,00,000         5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6&tho&tUrq dY;k.k cksMZ ;ksx mi 'kh"kZ&36&tho&tUrq dY;k.k cksMZ ;ksx mi 'kh"kZ&36&tho&tUrq dY;k.k cksMZ ;ksx mi 'kh"kZ&36&tho&tUrq dY;k.k cksMZ ;ksx mi 'kh"kZ&36&tho&tUrq dY;k.k cksMZ / Animal Welfare Board          4,22,625         50,00,000         50,00,000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ksx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ksx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ksx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ksx y?kq 'kh"kZ&102&i'kq rFkk HkSal fodkl /
CATTLE AND BUFFALO DEVELOPMENT       2,64,52,738       2,52,00,000       2,25,00,000       3,7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3&dqDdqV fodkl y?kq 'kh"kZ&103&dqDdqV fodkl y?kq 'kh"kZ&103&dqDdqV fodkl y?kq 'kh"kZ&103&dqDdqV fodkl y?kq 'kh"kZ&103&dqDdqV fodkl  / POULTRY DEVELOPMENT
mi 'kh"kZ&05&dqDdqV ,oa cÙk[k iz{ks= mi 'kh"kZ&05&dqDdqV ,oa cÙk[k iz{ks= mi 'kh"kZ&05&dqDdqV ,oa cÙk[k iz{ks= mi 'kh"kZ&05&dqDdqV ,oa cÙk[k iz{ks= mi 'kh"kZ&05&dqDdqV ,oa cÙk[k iz{ks= / Poultry and Duck Farm

State Scheme  - POULTRY DEVELOPMENT SCHEME(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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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103050652 —— —— ——       1,4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dqDdqV ,oa cÙk[k iz{ks= ;ksx mi 'kh"kZ&05&dqDdqV ,oa cÙk[k iz{ks= ;ksx mi 'kh"kZ&05&dqDdqV ,oa cÙk[k iz{ks= ;ksx mi 'kh"kZ&05&dqDdqV ,oa cÙk[k iz{ks= ;ksx mi 'kh"kZ&05&dqDdqV ,oa cÙk[k iz{ks= / Poultry and Duck Farm —— —— ——       1,4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3&dqDdqV fodkl ;ksx y?kq 'kh"kZ&103&dqDdqV fodkl ;ksx y?kq 'kh"kZ&103&dqDdqV fodkl ;ksx y?kq 'kh"kZ&103&dqDdqV fodkl ;ksx y?kq 'kh"kZ&103&dqDdqV fodkl / POULTRY DEVELOPMENT —— —— ——       1,4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 SHEEP AND WOOL DEVELOPMENT
mi 'kh"kZ&07&cdjk iztuu iz{ks= mi 'kh"kZ&07&cdjk iztuu iz{ks= mi 'kh"kZ&07&cdjk iztuu iz{ks= mi 'kh"kZ&07&cdjk iztuu iz{ks= mi 'kh"kZ&07&cdjk iztuu iz{ks= / Goat Breeding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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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104070652       1,13,82,532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07&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07&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07&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07&cdjk iztuu iz{ks= /Goat Breeding Farm       1,13,82,532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 SHEEP AND WOOL DEVELOPMENT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 Goat Breeding Farm

State Scheme  - GOAT, SHEEP AND WOOL DEVELOPMENT SCHEME(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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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104340652 ——       1,10,00,000       1,10,00,000         9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Goat Breeding Farm ——       1,10,00,000       1,10,00,000         9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ksx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ksx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ksx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ksx y?kq 'kh"kZ&104&HksM+ rFkk Åu fodkl /
SHEEP AND WOOL DEVELOPMENT       1,13,82,532       1,10,00,000       1,10,00,000         9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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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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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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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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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 PIGGERY DEVELOPMENT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 Pig Breeding 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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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105130652 ——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Pig Breeding Farms ——         60,00,000         6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 PIGGERY DEVELOPMENT
mi 'kh"k Z&32&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32&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32&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32&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32&lwdj iztuu bdkbZ / Pig Breeding Unit

State Scheme  - PIG DEVELOPMENT SCHEME(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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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105320652         55,85,468 —— ——       1,0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2&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32&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32&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32&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32&lwdj iztuu bdkbZ /Pig Breeding Unit         55,85,468 —— ——       1,0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ksx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ksx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ksx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ksx y?kq 'kh"kZ&105&lwvj&ckM+k fodkl / PIGGERY DEVELOPMENT  55,85,468         60,00,000         60,00,000       1,0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mi 'kh"k Z&08&xks lsok vk;ksx dks lgk;rk vuqnku mi 'kh"k Z&08&xks lsok vk;ksx dks lgk;rk vuqnku mi 'kh"k Z&08&xks lsok vk;ksx dks lgk;rk vuqnku mi 'kh"k Z&08&xks lsok vk;ksx dks lgk;rk vuqnku mi 'kh"k Z&08&xks lsok vk;ksx dks lgk;rk vuqnku / Grants-in-aid to cow service commission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GO SEVA AYOG(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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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2P240300106080679       1,25,00,000       1,00,00,000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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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08&xks lsok vk;ksx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08&xks lsok vk;ksx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08&xks lsok vk;ksx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08&xks lsok vk;ksx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08&xks lsok vk;ksx dks lgk;rk vuqnku /

Grants-in-aid to cow service commission       1,25,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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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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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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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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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mi 'kh"k 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mi 'kh"k 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mi 'kh"k 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mi 'kh"k 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mi 'kh"k 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State Scheme  - RKVY(0815)

Central Scheme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RKVY, UT Plans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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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106120317 —— —— ——       1,92,1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106120323 —— —— ——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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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240300106120544 ——       7,50,00,000       7,5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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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106120652       5,22,23,459       5,76,00,000       5,76,00,000       3,3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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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106120759         51,70,850         18,00,000         18,00,000       1,31,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5,73,94,309      13,44,00,000      13,44,00,000       6,78,6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mi 'kh"k Z&13&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13&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13&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13&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13&jktdh; i'kq/ku iz{k s= / Government livestock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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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106130317          4,99,399 —— —— ——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106130323         53,99,790 —— —— ——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02P240300106130336          4,74,20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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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P240300106130442          3,29,71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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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106130759          3,16,23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3&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13&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13&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13&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13&jktdh; i'kq/ku iz{ks= / Government livestock farm      70,19,33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mi 'kh"k Z&14&iztuu iz{ks= mi 'kh"k Z&14&iztuu iz{ks= mi 'kh"k Z&14&iztuu iz{ks= mi 'kh"k Z&14&iztuu iz{ks= mi 'kh"k Z&14&iztuu iz{ks= / Breeding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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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106140652 ——         50,00,000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4&iztuu iz{ks= ;ksx mi 'kh"kZ&14&iztuu iz{ks= ;ksx mi 'kh"kZ&14&iztuu iz{ks= ;ksx mi 'kh"kZ&14&iztuu iz{ks= ;ksx mi 'kh"kZ&14&iztuu iz{ks= /Breeding Farm ——         50,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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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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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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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 Government livestock farm
State Scheme  - STRENGHTHENING OF STATE RUN FARMS (CATTLE, BUFFALO, SHEEP, GOAT, PIG - POULTRY)(0789)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106370317 ——         10,00,000         10,00,000         25,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106370323 ——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02P240300106370336 ——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0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02P240300106370440 —— —— ——          6,00,000
41 eksVj okgu / Motor Vehicle 02P240300106370441 —— —— ——          7,00,000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P240300106370442 ——          5,00,000          5,00,000          5,00,000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106370652 ——       2,24,00,000       2,24,00,000         61,00,000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106370759 ——          5,00,000          5,00,000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 Government livestock farm ——       3,34,00,000       3,34,00,000       2,0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7,69,13,644      18,28,00,000      17,78,00,000       9,32,6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 EXTENSION AND TRAINING
mi 'kh"k Z&26&izlkj ,oa izf'k{k.k mi 'kh"k Z&26&izlkj ,oa izf'k{k.k mi 'kh"k Z&26&izlkj ,oa izf'k{k.k mi 'kh"k Z&26&izlkj ,oa izf'k{k.k mi 'kh"k Z&26&izlkj ,oa izf'k{k.k / Extension and Training
State Scheme  - EXTENSION - TRAINING(0798)
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foLr`r 'kh"kZ&01&osru ,oa HkÙks / Pay and Allowances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02P240300109260107            66,548          2,00,000          2,00,000          3,00,000
09 ekuns; / Honorarium 02P240300109260109          3,24,765          6,30,000          6,30,000          6,00,000

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foLr`r 'kh"k Z&02&;k=k O;; / Travelling Allowances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02P240300109260213          2,92,970          5,00,000          5,00,000          5,50,000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P240300109260315          1,66,876          1,50,000          1,50,000          1,00,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109260317            38,5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0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02P240300109260320          3,99,991          6,00,000          6,00,000         11,5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109260323          2,19,985          2,00,000          2,00,000          2,80,000
33 nwjHkk"k / Telephone 02P240300109260333 ——            10,000            10,000            10,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02P240300109260337 ——            10,000            10,000            10,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P240300109260442            99,989          1,00,000          1,00,000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6&izlkj ,oa izf'k{k.k ;ksx mi 'kh"kZ&26&izlkj ,oa izf'k{k.k ;ksx mi 'kh"kZ&26&izlkj ,oa izf'k{k.k ;ksx mi 'kh"kZ&26&izlkj ,oa izf'k{k.k ;ksx mi 'kh"kZ&26&izlkj ,oa izf'k{k.k /Extension and Training         16,09,624         25,00,000         25,00,000         3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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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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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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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 EXTENSION AND TRAINING
mi 'kh"k Z&33&ikjk HksV izf'k{k.k mi 'kh"k Z&33&ikjk HksV izf'k{k.k mi 'kh"k Z&33&ikjk HksV izf'k{k.k mi 'kh"k Z&33&ikjk HksV izf'k{k.k mi 'kh"k Z&33&ikjk HksV izf'k{k.k / Para-Vet Training

State Scheme  - PARAVET TRAINING(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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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2P240300109330335 —— —— ——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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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109330759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3&ikjk HksV izf'k{k.k ;ksx mi 'kh"kZ&33&ikjk HksV izf'k{k.k ;ksx mi 'kh"kZ&33&ikjk HksV izf'k{k.k ;ksx mi 'kh"kZ&33&ikjk HksV izf'k{k.k ;ksx mi 'kh"kZ&33&ikjk HksV izf'k{k.k / Para-Vet Training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 EXTENSION AND TRAINING
mi 'kh"k Z&34&izf'k{k.k mi 'kh"k Z&34&izf'k{k.k mi 'kh"k Z&34&izf'k{k.k mi 'kh"k Z&34&izf'k{k.k mi 'kh"k Z&34&izf'k{k.k / Training

State Scheme  - PROFESSIONAL EFFICIENCY DEVELOPMENT PROGRAMME(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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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2P240300109340335 ——         50,00,000         50,00,000         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4&izf'k{k.k ;ksx mi 'kh"kZ&34&izf'k{k.k ;ksx mi 'kh"kZ&34&izf'k{k.k ;ksx mi 'kh"kZ&34&izf'k{k.k ;ksx mi 'kh"kZ&34&izf'k{k.k /Training ——         50,00,000         50,00,000         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ksx y?kq 'kh"kZ&109&foLrkj rFkk izf'k{k.k /
EXTENSION AND TRAINING         36,09,624         95,00,000         95,00,000       1,4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mi 'kh"k Z&07&lkaf[;dh bdkbZ;k ¡ mi 'kh"k Z&07&lkaf[;dh bdkbZ;k ¡ mi 'kh"k Z&07&lkaf[;dh bdkbZ;k ¡ mi 'kh"k Z&07&lkaf[;dh bdkbZ;k ¡ mi 'kh"k Z&07&lkaf[;dh bdkbZ;k ¡ / Statistical Units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OF STATISTICAL CELL(0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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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osru / Pay 02P240300113070101          4,31,886          5,28,000          1,28,000          5,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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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02P240300113070213            20,900            32,000            32,000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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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P240300113070315            19,255            40,000            40,000            1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lkaf[;dh bdkbZ;k¡ ;ksx mi 'kh"kZ&07&lkaf[;dh bdkbZ;k¡ ;ksx mi 'kh"kZ&07&lkaf[;dh bdkbZ;k¡ ;ksx mi 'kh"kZ&07&lkaf[;dh bdkbZ;k¡ ;ksx mi 'kh"kZ&07&lkaf[;dh bdkbZ;k¡ /Statistical Units          4,72,041          6,00,000          2,00,000          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ksx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ksx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ksx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ksx y?kq 'kh"kZ&113&iz'kklfud vUos"k.k rFkk lkaf[;dh /
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4,72,041          6,00,000          2,00,000          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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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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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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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12&jk"V ªh; d`f"k fodkl ;kstuk vfrfjDr dsUnzh; lgk;rk mi 'kh"k Z&12&jk"V ªh; d`f"k fodkl ;kstuk vfrfjDr dsUnzh; lgk;rk mi 'kh"k Z&12&jk"V ªh; d`f"k fodkl ;kstuk vfrfjDr dsUnzh; lgk;rk mi 'kh"k Z&12&jk"V ªh; d`f"k fodkl ;kstuk vfrfjDr dsUnzh; lgk;rk mi 'kh"k Z&12&jk"V ªh; d`f"k fodkl ;kstuk vfrfjDr dsUnzh; lgk;rk / R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Additional Central Assistance)

State Scheme  - POULTRY DEVELOPMENT SCHEME (ACA) RKVY(0777)

Central Scheme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RKVY, UT Plans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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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789120323 —— —— ——       1,1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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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89120652 ——         98,00,000         98,00,000         7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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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789120759 ——       1,30,00,000       1,30,00,000         28,6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vfrfjDr dsUnzh; lgk;rk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vfrfjDr dsUnzh; lgk;rk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vfrfjDr dsUnzh; lgk;rk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vfrfjDr dsUnzh; lgk;rk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vfrfjDr dsUnzh; lgk;rk /

R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Additional Central Assistance) ——       2,28,00,000       2,28,00,000       2,1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13&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13&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13&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13&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13&lwdj iztuu bdkbZ / Pig Breeding Unit

State Scheme  - PIG DEVELOPMENT SCHEME(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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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89130652 ——       2,04,00,000       2,04,00,000       1,5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bdkbZ / Pig Breeding Unit ——       2,04,00,000       2,04,00,000       1,5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16&cdjk bdkbZ dk forj.k mi 'kh"k Z&16&cdjk bdkbZ dk forj.k mi 'kh"k Z&16&cdjk bdkbZ dk forj.k mi 'kh"k Z&16&cdjk bdkbZ dk forj.k mi 'kh"k Z&16&cdjk bdkbZ dk forj.k / Distribution of He-Goat 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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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89160652       1,07,48,55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6&cdjk bdkbZ dk forj.k ;ksx mi 'kh"kZ&16&cdjk bdkbZ dk forj.k ;ksx mi 'kh"kZ&16&cdjk bdkbZ dk forj.k ;ksx mi 'kh"kZ&16&cdjk bdkbZ dk forj.k ;ksx mi 'kh"kZ&16&cdjk bdkbZ dk forj.k /

Distribution of He-Goat Units       1,07,48,55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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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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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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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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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23&dqDdqV bdkbZ dk forj.k mi 'kh"k Z&23&dqDdqV bdkbZ dk forj.k mi 'kh"k Z&23&dqDdqV bdkbZ dk forj.k mi 'kh"k Z&23&dqDdqV bdkbZ dk forj.k mi 'kh"k Z&23&dqDdqV bdkbZ dk forj.k / Distribution of Poultry Units

State Scheme  - POULTRY DEVELOPMENT SCHEME(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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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89230652 —— —— ——         7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3&dqDdqV bdkbZ dk forj.k ;ksx mi 'kh"kZ&23&dqDdqV bdkbZ dk forj.k ;ksx mi 'kh"kZ&23&dqDdqV bdkbZ dk forj.k ;ksx mi 'kh"kZ&23&dqDdqV bdkbZ dk forj.k ;ksx mi 'kh"kZ&23&dqDdqV bdkbZ dk forj.k / Distribution of Poultry Units —— —— ——         7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 Goat Breeding Farm

State Scheme  - GOAT, SHEEP AND WOOL DEVELOPMENT SCHEME(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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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89340652       1,07,07,500       2,69,00,000       2,69,00,000       1,7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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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789340759       1,26,32,831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Goat Breeding Farm       2,33,40,331       2,69,00,000       2,69,00,000       1,7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35&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35&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35&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35&lwdj iztuu bdkbZ mi 'kh"k Z&35&lwdj iztuu bdkbZ / Pig Breeding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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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89350652         71,26,92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5&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35&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35&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35&lwdj iztuu bdkbZ ;ksx mi 'kh"kZ&35&lwdj iztuu bdkbZ /Pig Breeding Unit         71,26,92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 Government livestock farm

State Scheme  - STRENGHTHENING OF STATE RUN FARMS (CATTLE, BUFFALO, SHEEP, GOAT, PIG - POULTRY)(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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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89370652 —— —— ——       1,5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 Government livestock farm —— —— ——       1,5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4,12,15,819       7,01,00,000       7,01,00,000       7,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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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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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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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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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3&funs'kky; vkSj {k s=h; iz'kklu mi 'kh"k Z&03&funs'kky; vkSj {k s=h; iz'kklu mi 'kh"k Z&03&funs'kky; vkSj {k s=h; iz'kklu mi 'kh"k Z&03&funs'kky; vkSj {k s=h; iz'kklu mi 'kh"k Z&03&funs'kky; vkSj {k s=h; iz'kklu / Directorate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State Scheme  - DIRECTION - ADMINISTRATION(0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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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P240300796030315               654 —— ——          6,00,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796030317            30,614 —— ——         13,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796030323 —— —— ——         18,00,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02P240300796030337               53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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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02P240300796030440         16,40,092 —— ——          7,00,000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P240300796030442 —— ——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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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240300796030544       1,49,97,456       6,64,00,000       5,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funs'kky; vkSj {ks=h; iz'kklu ;ksx mi 'kh"kZ&03&funs'kky; vkSj {ks=h; iz'kklu ;ksx mi 'kh"kZ&03&funs'kky; vkSj {ks=h; iz'kklu ;ksx mi 'kh"kZ&03&funs'kky; vkSj {ks=h; iz'kklu ;ksx mi 'kh"kZ&03&funs'kky; vkSj {ks=h; iz'kklu /

Directorate and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1,66,69,347       6,64,00,000       5,00,00,000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5&i'kq iztuu iz{ks= mi 'kh"k Z&05&i'kq iztuu iz{ks= mi 'kh"k Z&05&i'kq iztuu iz{ks= mi 'kh"k Z&05&i'kq iztuu iz{ks= mi 'kh"k Z&05&i'kq iztuu iz{ks= / Animal Breeding 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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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796050323             4,422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i'kq iztuu iz{ks= ;ksx mi 'kh"kZ&05&i'kq iztuu iz{ks= ;ksx mi 'kh"kZ&05&i'kq iztuu iz{ks= ;ksx mi 'kh"kZ&05&i'kq iztuu iz{ks= ;ksx mi 'kh"kZ&05&i'kq iztuu iz{ks= /Animal Breeding Farms             4,422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6&dqDdqV iz{ks= mi 'kh"kZ&06&dqDdqV iz{ks= mi 'kh"kZ&06&dqDdqV iz{ks= mi 'kh"kZ&06&dqDdqV iz{ks= mi 'kh"kZ&06&dqDdqV iz{ks= / Poultry Farm

State Scheme  - POULTRY DEVELOPMENT SCHEME(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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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96060652 —— —— ——       1,4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dqDdqV iz{ks= ;ksx mi 'kh"kZ&06&dqDdqV iz{ks= ;ksx mi 'kh"kZ&06&dqDdqV iz{ks= ;ksx mi 'kh"kZ&06&dqDdqV iz{ks= ;ksx mi 'kh"kZ&06&dqDdqV iz{ks= /Poultry Farm —— —— ——       1,4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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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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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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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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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2&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 Z&12&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 Z&12&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 Z&12&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 Z&12&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Additional Central Assistance)

State Scheme  - POULTRY DEVELOPMENT SCHEME (ACA) RKVY(0777)
Central Scheme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RKVY, UT Plans [1517]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796120323 —— —— ——         63,20,000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240300796120544 ——         25,00,000         25,00,000 ——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96120652 ——       1,16,00,000       1,16,00,000       1,23,00,000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796120759 ——         72,00,000         72,00,000         15,8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ksx mi 'kh"kZ&1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Additional Central Assistance) ——       2,13,00,000       2,13,00,000       2,0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 Pig Breeding Farm
State Scheme  - PIG DEVELOPMENT SCHEME(0784)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96130652         78,22,836       1,60,00,000       1,6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ksx mi 'kh"kZ&13&lwdj iztuu iz{ks= /Pig Breeding Farm         78,22,836       1,60,00,000       1,6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19&i'kq LokLF; ,oa i'kq mRiknu laLFkku dh lqn`<+hdj.k mi 'kh"kZ&19&i'kq LokLF; ,oa i'kq mRiknu laLFkku dh lqn`<+hdj.k mi 'kh"kZ&19&i'kq LokLF; ,oa i'kq mRiknu laLFkku dh lqn`<+hdj.k mi 'kh"kZ&19&i'kq LokLF; ,oa i'kq mRiknu laLFkku dh lqn`<+hdj.k mi 'kh"kZ&19&i'kq LokLF; ,oa i'kq mRiknu laLFkku dh lqn`<+hdj.k /
Animal Health and Strengthening of Animal production institute (Running Scheme)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INSTITUTE OF ANIMAL HEALTH - PRODUCTION(0788)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796190317 —— —— ——         10,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796190323 —— —— ——         18,00,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02P240300796190337 —— —— ——          3,00,00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P240300796190442 —— —— ——          5,00,000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796190759 —— —— ——          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9&i'kq LokLF; ,oa i'kq mRiknu laLFkku dh lqn`<+hdj.k ;ksx mi 'kh"kZ&19&i'kq LokLF; ,oa i'kq mRiknu laLFkku dh lqn`<+hdj.k ;ksx mi 'kh"kZ&19&i'kq LokLF; ,oa i'kq mRiknu laLFkku dh lqn`<+hdj.k ;ksx mi 'kh"kZ&19&i'kq LokLF; ,oa i'kq mRiknu laLFkku dh lqn`<+hdj.k ;ksx mi 'kh"kZ&19&i'kq LokLF; ,oa i'kq mRiknu laLFkku dh lqn`<+hdj.k /
Animal Health and Strengthening of Animal production
institute (Running Scheme) —— —— ——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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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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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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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mi 'kh"k 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mi 'kh"k 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mi 'kh"k 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mi 'kh"k 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 Hospitals, Dispensaries and other Establishments

State Scheme  - VET POLYCLINIC - REFERRAL  - MODERNIZATION OF HOSPITAL DISPENSARIES(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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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P240300796240315         16,98,176          7,00,000          7,00,000 ——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796240317         34,92,305       2,37,00,000       2,37,00,000         60,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796240323 —— —— ——       1,00,00,000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02P240300796240336       1,48,33,751       1,46,00,000       1,46,00,000       1,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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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796240759 —— —— ——         3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ksx mi 'kh"k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ksx mi 'kh"k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ksx mi 'kh"k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ksx mi 'kh"kZ&24&vLirky vkS"k/kky; rFkk vU;kU; LFkkiuk /

Hospitals, Dispensaries and other Establishments       2,00,24,232       3,90,00,000       3,90,00,000       3,9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26&izlkj ,oa izf'k{k.k mi 'kh"k Z&26&izlkj ,oa izf'k{k.k mi 'kh"k Z&26&izlkj ,oa izf'k{k.k mi 'kh"k Z&26&izlkj ,oa izf'k{k.k mi 'kh"k Z&26&izlkj ,oa izf'k{k.k / Extension and Training

State Scheme  - EXTENSION - TRAINING(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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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02P240300796260107          1,78,240          3,00,000          3,00,000          4,50,000

08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02P240300796260108 —— —— ——          3,60,000

09 ekuns; / Honorarium 02P240300796260109          6,46,695          8,00,000          8,00,000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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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02P240300796260213          3,68,275          6,00,000          6,00,000          8,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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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02P240300796260315          2,34,228          2,00,000          2,00,000          3,00,000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796260317            94,265          2,00,000          2,00,000          6,50,000
19 eqnz.k / Printing 02P240300796260319          1,99,738          2,00,000          2,00,000          3,50,000

20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02P240300796260320          7,99,985         11,00,000         11,00,000         17,5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796260323          2,20,000          4,00,000          4,00,000          6,00,000
29 O;olkf;d lsok,a / Professional Services 02P240300796260329          1,30,456          2,40,000          2,40,000 ——

33 nwjHkk"k / Telephone 02P240300796260333 ——            10,000            10,000            15,000

37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02P240300796260337            53,873          3,00,000          3,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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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P240300796260442            11,050          1,50,000          1,50,000          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6&izlkj ,oa izf'k{k.k ;ksx mi 'kh"kZ&26&izlkj ,oa izf'k{k.k ;ksx mi 'kh"kZ&26&izlkj ,oa izf'k{k.k ;ksx mi 'kh"kZ&26&izlkj ,oa izf'k{k.k ;ksx mi 'kh"kZ&26&izlkj ,oa izf'k{k.k /Extension and Training         29,36,805         45,00,000         45,00,000         6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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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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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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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3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lqdj fodkl½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Z&3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lqdj fodkl½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Z&3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lqdj fodkl½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Z&3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lqdj fodkl½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Z&3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lqdj fodkl½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

R K V Y ( PIG DEVELOPMENT ) (Additional Central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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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96310652          5,79,6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lqdj fodkl½;ksx mi 'kh"kZ&3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lqdj fodkl½;ksx mi 'kh"kZ&3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lqdj fodkl½;ksx mi 'kh"kZ&3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lqdj fodkl½;ksx mi 'kh"kZ&3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lqdj fodkl½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

R K V Y ( PIG DEVELOPMENT ) (Additional Central assistance)          5,79,6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

State Scheme  - GOAT, SHEEP AND WOOL DEVELOPMENT SCHEME(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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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96340652       1,07,97,178       1,22,00,000       1,22,00,000       1,2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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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796340759          7,50,466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ksx mi 'kh"kZ&34&cdjk iztuu iz{ks= /       1,15,47,644       1,22,00,000       1,22,00,000       1,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36&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 Z&36&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 Z&36&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 Z&36&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mi 'kh"k Z&36&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Additional Central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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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240300796360544         49,04,67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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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96360652       1,16,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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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796360759         71,70,577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6&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ksx mi 'kh"kZ&36&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ksx mi 'kh"kZ&36&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ksx mi 'kh"kZ&36&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ksx mi 'kh"kZ&36&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frfjDr dsUnzh; lgk;rk½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Additional Central Assistance)       2,36,75,248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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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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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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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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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mi 'kh"k Z&37&jktdh; i'kq/ku iz{k s= / Government livestock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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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796370317          9,79,611         25,00,000         25,00,000         80,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796370323       2,26,44,238       2,00,00,000       2,00,00,000       2,10,00,000

36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02P240300796370336         23,50,797         30,00,000         30,00,000         1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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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02P240300796370442          6,74,928         10,00,000         10,00,000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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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240300796370544          4,92,55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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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2P240300796370652 —— —— ——          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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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vU; O;; / Other Charges 02P240300796370759         34,69,040         45,00,000         45,00,000         14,9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ksx mi 'kh"kZ&37&jktdh; i'kq/ku iz{ks= / Government livestock farm   3,06,11,164       3,10,00,000       3,10,00,000       3,2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47&isV Dyhuhd mi 'kh"k Z&47&isV Dyhuhd mi 'kh"k Z&47&isV Dyhuhd mi 'kh"k Z&47&isV Dyhuhd mi 'kh"k Z&47&isV Dyhuhd / Pet Clinic

State Scheme  - PET CLINIC(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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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2P240300796470317 —— —— ——         20,00,000
23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02P240300796470323 ——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7&isV Dyhuhd ;ksx mi 'kh"kZ&47&isV Dyhuhd ;ksx mi 'kh"kZ&47&isV Dyhuhd ;ksx mi 'kh"kZ&47&isV Dyhuhd ;ksx mi 'kh"kZ&47&isV Dyhuhd /Pet Clinic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11,38,71,298      19,04,00,000      17,40,00,000      15,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03&i'kq&ikyu dqy ;ksx&2403&i'kq&ikyu dqy ;ksx&2403&i'kq&ikyu dqy ;ksx&2403&i'kq&ikyu dqy ;ksx&2403&i'kq&ikyu / ANIMAL HUSBANDRY      30,66,69,857      55,90,00,000      52,79,00,000      46,86,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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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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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4403&i'kq&iky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ANIMAL HUSBANDRY

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 Z&07&i'k q vkS"k/kky;k s a dk vk/k qfudhdj.kmi 'kh"k Z&07&i'k q vkS"k/kky;k s a dk vk/k qfudhdj.kmi 'kh"k Z&07&i'k q vkS"k/kky;k s a dk vk/k qfudhdj.kmi 'kh"k Z&07&i'k q vkS"k/kky;k s a dk vk/k qfudhdj.kmi 'kh"k Z&07&i'k q vkS"k/kky;k s a dk vk/k qfudhdj.k / Modernisation of Animal Hospitals
State Scheme  - VET POLYCLINIC - REFERRAL  - MODERNIZATION OF HOSPITAL DISPENSARIES (CAPITAL)(0863)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101070544 —— —— ——         8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i'kq vkS"k/kky;ksa dk vk/kqfudhdj.k;ksx mi 'kh"kZ&07&i'kq vkS"k/kky;ksa dk vk/kqfudhdj.k;ksx mi 'kh"kZ&07&i'kq vkS"k/kky;ksa dk vk/kqfudhdj.k;ksx mi 'kh"kZ&07&i'kq vkS"k/kky;ksa dk vk/kqfudhdj.k;ksx mi 'kh"kZ&07&i'kq vkS"k/kky;ksa dk vk/kqfudhdj.k /
Modernisation of Animal Hospitals —— —— ——         8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mi 'kh"k Z&09&isV Dyhuhdmi 'kh"k Z&09&isV Dyhuhdmi 'kh"k Z&09&isV Dyhuhdmi 'kh"k Z&09&isV Dyhuhdmi 'kh"k Z&09&isV Dyhuhd / Pet Clinic
State Scheme  - PET CLINIC (CAPITAL)(0864)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101090544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isV Dyhuhd;ksx mi 'kh"kZ&09&isV Dyhuhd;ksx mi 'kh"kZ&09&isV Dyhuhd;ksx mi 'kh"kZ&09&isV Dyhuhd;ksx mi 'kh"kZ&09&isV Dyhuhd / Pet Clinic —— —— ——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i'kq fpfdRlk lsok rFkk i'kq LokLF; /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ANIMAL HEALTH —— —— ——       1,1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mi 'kh"kZ&0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i'kq LokLF; ,oa mRiknu laLFkku esa th-,e-ih- ekud iz;ksx'kkyk dk fuekZ.kmi 'kh"kZ&0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i'kq LokLF; ,oa mRiknu laLFkku esa th-,e-ih- ekud iz;ksx'kkyk dk fuekZ.kmi 'kh"kZ&0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i'kq LokLF; ,oa mRiknu laLFkku esa th-,e-ih- ekud iz;ksx'kkyk dk fuekZ.kmi 'kh"kZ&0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i'kq LokLF; ,oa mRiknu laLFkku esa th-,e-ih- ekud iz;ksx'kkyk dk fuekZ.kmi 'kh"kZ&0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i'kq LokLF; ,oa mRiknu laLFkku esa th-,e-ih- ekud iz;ksx'kkyk dk fuekZ.k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na (RKVY)-Establishment of Laboratory at LRS on GMP Standered
State Scheme  - RKVY (CAPITAL)(0857)
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RKVY, UT Plans [1517]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106020544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i'kq LokLF; ,oa;ksx mi 'kh"kZ&0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i'kq LokLF; ,oa;ksx mi 'kh"kZ&0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i'kq LokLF; ,oa;ksx mi 'kh"kZ&0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i'kq LokLF; ,oa;ksx mi 'kh"kZ&02&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i'kq LokLF; ,oa

mRiknu laLFkku esa th-,e-ih- ekud iz;ksx'kkyk dk fuekZ.kmRiknu laLFkku esa th-,e-ih- ekud iz;ksx'kkyk dk fuekZ.kmRiknu laLFkku esa th-,e-ih- ekud iz;ksx'kkyk dk fuekZ.kmRiknu laLFkku esa th-,e-ih- ekud iz;ksx'kkyk dk fuekZ.kmRiknu laLFkku esa th-,e-ih- ekud iz;ksx'kkyk dk fuekZ.k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na (RKVY)-Establishment of
Laboratory at LRS on GMP Standered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mi 'kh"kZ&03&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Ýkstsu lhesu cqy LVs'kumi 'kh"kZ&03&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Ýkstsu lhesu cqy LVs'kumi 'kh"kZ&03&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Ýkstsu lhesu cqy LVs'kumi 'kh"kZ&03&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Ýkstsu lhesu cqy LVs'kumi 'kh"kZ&03&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Ýkstsu lhesu cqy LVs'ku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na (RKVY)-Frozen Siemen Bull Station
State Scheme  - RKVY (CAPITAL)(0857)
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RKVY, UT Plans [1517]
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foLr `r 'kh"k Z&05&fuek Z.k / Constructions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106030544 —— —— ——         37,4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Ýkstsu;ksx mi 'kh"kZ&03&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Ýkstsu;ksx mi 'kh"kZ&03&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Ýkstsu;ksx mi 'kh"kZ&03&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Ýkstsu;ksx mi 'kh"kZ&03&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Ýkstsu

lhesu cqy LVs'kulhesu cqy LVs'kulhesu cqy LVs'kulhesu cqy LVs'kulhesu cqy LVs'ku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na (RKVY)-Frozen Siemen Bull Station —— —— ——         37,4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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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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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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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4403&i'kq iky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ANIMAL HUSBANDRY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mi 'kh"kZ&06&i'kq iz{ks=ks a ds lqn`<+hdj.k dh ;kstukmi 'kh"kZ&06&i'kq iz{ks=ks a ds lqn`<+hdj.k dh ;kstukmi 'kh"kZ&06&i'kq iz{ks=ks a ds lqn`<+hdj.k dh ;kstukmi 'kh"kZ&06&i'kq iz{ks=ks a ds lqn`<+hdj.k dh ;kstukmi 'kh"kZ&06&i'kq iz{ks=ks a ds lqn`<+hdj.k dh ;kstuk / State Running Farm

State Scheme  - STRENGHTHENING OF STATE RUN FARMS (CATTLE, BUFFALO, SHEEP, GOAT, PIG - POULTRY)  (CAPITAL) (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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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106060544 —— —— ——         9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i'kq iz{ks=ksa ds lqn`<+hdj.k dh ;kstuk;ksx mi 'kh"kZ&06&i'kq iz{ks=ksa ds lqn`<+hdj.k dh ;kstuk;ksx mi 'kh"kZ&06&i'kq iz{ks=ksa ds lqn`<+hdj.k dh ;kstuk;ksx mi 'kh"kZ&06&i'kq iz{ks=ksa ds lqn`<+hdj.k dh ;kstuk;ksx mi 'kh"kZ&06&i'kq iz{ks=ksa ds lqn`<+hdj.k dh ;kstuk /

State Running Farm —— —— ——         98,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mi 'kh"kZ&10&Loku iztuu iz{ks=mi 'kh"kZ&10&Loku iztuu iz{ks=mi 'kh"kZ&10&Loku iztuu iz{ks=mi 'kh"kZ&10&Loku iztuu iz{ks=mi 'kh"kZ&10&Loku iztuu iz{ks= / Dog Breeding Farm

State Scheme  - DOG BREEDING FARM (CAPITAL)(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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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106100544 —— —— ——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Loku iztuu iz{ks=;ksx mi 'kh"kZ&10&Loku iztuu iz{ks=;ksx mi 'kh"kZ&10&Loku iztuu iz{ks=;ksx mi 'kh"kZ&10&Loku iztuu iz{ks=;ksx mi 'kh"kZ&10&Loku iztuu iz{ks= / Dog Breeding Farm —— —— ——         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ksx y?kq 'kh"kZ&106&vU; i'kq/ku fodkl /
OTHER LIVE STOCK DEVELOPMENT —— —— ——       6,85,4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mi 'kh"k Z&01&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 Z-½&lwdj fodklmi 'kh"k Z&01&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 Z-½&lwdj fodklmi 'kh"k Z&01&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 Z-½&lwdj fodklmi 'kh"k Z&01&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 Z-½&lwdj fodklmi 'kh"k Z&01&jk"V 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 Z-½&lwdj fodkl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na (RKVY)-Sukar Vikas

State Scheme  - RKVY (CAPITAL)(0857)

Centrl Scheme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ana RKVY, UT Plans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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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796010544 —— —— ——         2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lwdj fodkl;ksx mi 'kh"kZ&0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lwdj fodkl;ksx mi 'kh"kZ&0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lwdj fodkl;ksx mi 'kh"kZ&0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lwdj fodkl;ksx mi 'kh"kZ&01&jk"Vªh; d`f"k fodkl ;kstuk ¼vkj-ds-oh-okbZ-½&lwdj fodkl /

Rashtriya Krishi Vikas Yojna (RKVY)-Sukar Vikas —— —— ——         22,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mi 'kh"kZ&05&csdu QSDVªhmi 'kh"kZ&05&csdu QSDVªhmi 'kh"kZ&05&csdu QSDVªhmi 'kh"kZ&05&csdu QSDVªhmi 'kh"kZ&05&csdu QSDVªh / Becan Factory

State Scheme  - STRENGTHENING OF GOVERNMENT BECON FACTORY (CAPITAL)(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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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796050544 —— —— ——       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csdu QSDVªh;ksx mi 'kh"kZ&05&csdu QSDVªh;ksx mi 'kh"kZ&05&csdu QSDVªh;ksx mi 'kh"kZ&05&csdu QSDVªh;ksx mi 'kh"kZ&05&csdu QSDVªh / Becan Factory —— —— ——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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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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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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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4403&i'kq iky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ANIMAL HUSBANDRY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mi 'kh"kZ&06&i'kq iz{ks=ks a ds lqn`<+hdj.k dh ;kstukmi 'kh"kZ&06&i'kq iz{ks=ks a ds lqn`<+hdj.k dh ;kstukmi 'kh"kZ&06&i'kq iz{ks=ks a ds lqn`<+hdj.k dh ;kstukmi 'kh"kZ&06&i'kq iz{ks=ks a ds lqn`<+hdj.k dh ;kstukmi 'kh"kZ&06&i'kq iz{ks=ks a ds lqn`<+hdj.k dh ;kstuk / State Running Farm

State Scheme  - STRENGHTHENING OF STATE RUN FARMS (CATTLE, BUFFALO, SHEEP, GOAT, PIG - POULTRY)  (CAPITAL) (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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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796060544 ——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i'kq iz{ks=ksa ds lqn`<+hdj.k dh ;kstuk;ksx mi 'kh"kZ&06&i'kq iz{ks=ksa ds lqn`<+hdj.k dh ;kstuk;ksx mi 'kh"kZ&06&i'kq iz{ks=ksa ds lqn`<+hdj.k dh ;kstuk;ksx mi 'kh"kZ&06&i'kq iz{ks=ksa ds lqn`<+hdj.k dh ;kstuk;ksx mi 'kh"kZ&06&i'kq iz{ks=ksa ds lqn`<+hdj.k dh ;kstuk /

State Running Farm ——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mi 'kh"k Z&07&i'k q vkS"k/kky;k s a dk vk/k qfudhdj.kmi 'kh"k Z&07&i'k q vkS"k/kky;k s a dk vk/k qfudhdj.kmi 'kh"k Z&07&i'k q vkS"k/kky;k s a dk vk/k qfudhdj.kmi 'kh"k Z&07&i'k q vkS"k/kky;k s a dk vk/k qfudhdj.kmi 'kh"k Z&07&i'k q vkS"k/kky;k s a dk vk/k qfudhdj.k / Modernisation of Animal Hospitals

State Scheme  - VET POLYCLINIC - REFERRAL  - MODERNIZATION OF HOSPITAL DISPENSARIES (CAPITAL)(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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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796070544 —— —— ——         7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i'kq vkS"k/kky;ksa dk vk/kqfudhdj.k;ksx mi 'kh"kZ&07&i'kq vkS"k/kky;ksa dk vk/kqfudhdj.k;ksx mi 'kh"kZ&07&i'kq vkS"k/kky;ksa dk vk/kqfudhdj.k;ksx mi 'kh"kZ&07&i'kq vkS"k/kky;ksa dk vk/kqfudhdj.k;ksx mi 'kh"kZ&07&i'kq vkS"k/kky;ksa dk vk/kqfudhdj.k /

Modernisation of Animal Hospitals —— —— ——         7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mi 'kh"k Z&09&isV Dyhuhdmi 'kh"k Z&09&isV Dyhuhdmi 'kh"k Z&09&isV Dyhuhdmi 'kh"k Z&09&isV Dyhuhdmi 'kh"k Z&09&isV Dyhuhd / Pet Clinic

State Scheme  - PET CLINIC (CAPITAL)(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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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796090544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isV Dyhuhd;ksx mi 'kh"kZ&09&isV Dyhuhd;ksx mi 'kh"kZ&09&isV Dyhuhd;ksx mi 'kh"kZ&09&isV Dyhuhd;ksx mi 'kh"kZ&09&isV Dyhuhd / Pet Clinic —— —— ——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mi 'kh"k Z&11&funs'ku rFkk iz'kklumi 'kh"k Z&11&funs'ku rFkk iz'kklumi 'kh"k Z&11&funs'ku rFkk iz'kklumi 'kh"k Z&11&funs'ku rFkk iz'kklumi 'kh"k Z&1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tate Scheme  - DIRECTION - ADMINISTRATION (CAPITAL)(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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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796110544 —— —— ——       3,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funs'ku rFkk iz'kklu;ksx mi 'kh"kZ&11&funs'ku rFkk iz'kklu;ksx mi 'kh"kZ&11&funs'ku rFkk iz'kklu;ksx mi 'kh"kZ&11&funs'ku rFkk iz'kklu;ksx mi 'kh"kZ&1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 —— ——       3,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 SUB-PLAN —— —— ——       5,79,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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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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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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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2&i'kqikyu foHkkx / Animal Husbandry  Department
eq[; 'kh"kZ&4403&i'kq iky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ANIMAL HUSBANDRY

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11&funs'ku rFkk iz'kklumi 'kh"k Z&11&funs'ku rFkk iz'kklumi 'kh"k Z&11&funs'ku rFkk iz'kklumi 'kh"k Z&11&funs'ku rFkk iz'kklumi 'kh"k Z&1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tate Scheme  - DIRECTION - ADMINISTRATION (CAPITAL)(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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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02P440300800110544 —— —— ——       2,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funs'ku rFkk iz'kklu;ksx mi 'kh"kZ&11&funs'ku rFkk iz'kklu;ksx mi 'kh"kZ&11&funs'ku rFkk iz'kklu;ksx mi 'kh"kZ&11&funs'ku rFkk iz'kklu;ksx mi 'kh"kZ&1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 —— ——       2,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800&vU; O;;;ksx y?kq 'kh"kZ&800&vU; O;;;ksx y?kq 'kh"kZ&800&vU; O;;;ksx y?kq 'kh"kZ&800&vU; O;;;ksx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 —— ——       2,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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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ITAL OUTLAY ON ANIMAL HUSBANDRY —— —— ——      16,0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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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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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 osru / Salary           5,65,000
07 &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7,50,000
08 &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3,60,000
09 & ekuns; / Honorarium          15,00,000
13 &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16,00,000
15 &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19,10,000
17 &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5,57,10,000
18 & izdk'ku / Publication          15,00,000
19 & eqnz.k / Printing           3,50,000
20 &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29,00,000
23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8,13,40,000
31 & ijke'khZ 'kqYd / Consulting Fees          20,00,000
33 & nwjHkk"k / Telephone             75,000
35 &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1,15,00,000
36 &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4,06,00,000
37 &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6,10,000
40 &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13,00,000
41 & eksVj okgu / Motor Vehicle           7,00,000
42 &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28,00,000
44 &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16,01,40,000
52 & lcflMh / Subsidies       19,73,10,000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2,81,80,000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3,51,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62,88,00,000

nwjHkk"kksa dh la[;k / Number of Telephones :          0
okguksa dh la[;k / Number of Vehicles      :          0
dk;Zjr cy ¼ljdkjh½ / Working Strength (Government) :          0
dk;Zjr cy ¼lgk;rk vuqnku½ / Working Strength (Grants-in-Aid) :          0
dk;Zjr cy ¼lafonk½ / Working Strength (Contractual)  :          0
dk;Zjr cy ¼fu;r ikfjJfed½ / Working  Strength (Fixed Amount)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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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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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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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eq[; 'kh"kZ&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mi 'kh"k Z&06&U;k;kf;d Hkouk s a@vkokl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06&U;k;kf;d Hkouk s a@vkokl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06&U;k;kf;d Hkouk s a@vkokl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06&U;k;kf;d Hkouk s a@vkokl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06&U;k;kf;d Hkouk s a@vkoklk s a dk fuek Z.k /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Building/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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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051060545          6,04,276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U;k;kf;d Hkouksa@vkokl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06&U;k;kf;d Hkouksa@vkokl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06&U;k;kf;d Hkouksa@vkokl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06&U;k;kf;d Hkouksa@vkokl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06&U;k;kf;d Hkouksa@vkoklksa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Building/Residence          6,04,276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mi 'kh"k 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 sx'kkyk@ijke'kh Z 'k qYd mi 'kh"k 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 sx'kkyk@ijke'kh Z 'k qYd mi 'kh"k 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 sx'kkyk@ijke'kh Z 'k qYd mi 'kh"k 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 sx'kkyk@ijke'kh Z 'k qYd mi 'kh"k 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 sx'kkyk@ijke'kh Z 'k qYd / Training/Design/Quality Control Laboratory/Consultancy Service

State Scheme  - TRAINING(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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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03P405901051480107 ——       1,00,00,000 ——         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sx'kkyk@ijke'khZ 'kqYd ;ksx mi 'kh"k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sx'kkyk@ijke'khZ 'kqYd ;ksx mi 'kh"k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sx'kkyk@ijke'khZ 'kqYd ;ksx mi 'kh"k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sx'kkyk@ijke'khZ 'kqYd ;ksx mi 'kh"k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sx'kkyk@ijke'khZ 'kqYd /

Training/Design/Quality Control Laboratory/Consultancy Service ——       1,00,00,000 ——         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mi 'kh"k Z&49&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49&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49&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49&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49&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 Office Building (New Schemes)

State Scheme  - TRAINING(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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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051490545         10,68,397       2,00,00,000       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9&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49&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49&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49&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49&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

Office Building (New Schemes)         10,68,397       2,00,00,000       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mi 'kh"k Z&50&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0&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0&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0&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0&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 Circuit House (New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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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051500545 ——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0&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0&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0&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0&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0&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 Circuit House (New Schemes) ——         40,00,000         4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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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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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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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eq[; 'kh"kZ&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mi 'kh"k Z&51&dk sV 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mi 'kh"k Z&51&dk sV 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mi 'kh"k Z&51&dk sV 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mi 'kh"k Z&51&dk sV 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mi 'kh"k Z&51&dk sV 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 Court Building (Residential/Non Residential) (New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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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051510545       3,40,91,753       4,00,00,000       4,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1&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1&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1&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1&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1&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

Court Building (Residential/Non Residential) (New Schemes)       3,40,91,753       4,00,00,000       4,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mi 'kh"k Z&52&dk;k Zy;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2&dk;k Zy;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2&dk;k Zy;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2&dk;k Zy;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2&dk;k Zy; Hkou ¼pkyw ;k stuk½ / Office Building (Runn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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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051520545       3,84,48,531       8,00,00,000       8,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2&dk;kZy;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2&dk;kZy;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2&dk;kZy;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2&dk;kZy;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2&dk;kZy; Hkou ¼pkyw ;kstuk½ /

Office Building (Running Schemes)       3,84,48,531       8,00,00,000       8,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mi 'kh"k Z&53&dk sV Z Hkou ¼vkoklh;@x Sj vkoklh;½ mi 'kh"k Z&53&dk sV Z Hkou ¼vkoklh;@x Sj vkoklh;½ mi 'kh"k Z&53&dk sV Z Hkou ¼vkoklh;@x Sj vkoklh;½ mi 'kh"k Z&53&dk sV Z Hkou ¼vkoklh;@x Sj vkoklh;½ mi 'kh"k Z&53&dk sV Z Hkou ¼vkoklh;@x Sj vkoklh;½ / Court Building (Residential/Non-Residential) (Runn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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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051530545       3,64,82,465       7,00,00,000      1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3&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3&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3&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3&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3&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

Court Building (Residential/Non-Residential) (Running Schemes)       3,64,82,465       7,00,00,000      1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mi 'kh"k Z&54&ifjlnu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4&ifjlnu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4&ifjlnu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4&ifjlnu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4&ifjlnu Hkou ¼pkyw ;k stuk½ / Circuit House (Runn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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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051540545 ——       1,0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4&ifjlnu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4&ifjlnu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4&ifjlnu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4&ifjlnu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4&ifjlnu Hkou ¼pkyw ;kstuk½ /

Circuit House (Running Schemes) ——       1,0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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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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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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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eq[; 'kh"kZ&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mi 'kh"k 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mi 'kh"k 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mi 'kh"k 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mi 'kh"k 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mi 'kh"k 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 Office Building / Circuit House

State Scheme  - OFFICE BUILDINGS(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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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051580545 —— —— ——      3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ksx mi 'kh"k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ksx mi 'kh"k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ksx mi 'kh"k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ksx mi 'kh"k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

Office Building / Circuit House —— —— ——      3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11,06,95,422      23,40,00,000      31,50,00,000      30,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7&ftyk xsLV gkml@vU; ifjln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07&ftyk xsLV gkml@vU; ifjln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07&ftyk xsLV gkml@vU; ifjln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07&ftyk xsLV gkml@vU; ifjln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07&ftyk xsLV gkml@vU; ifjlnu ¼pkyw ;k stuk½ / District Rest House/Circuit House (Runn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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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070545         11,31,108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ftyk xsLV gkml@vU; ifjln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07&ftyk xsLV gkml@vU; ifjln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07&ftyk xsLV gkml@vU; ifjln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07&ftyk xsLV gkml@vU; ifjln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07&ftyk xsLV gkml@vU; ifjlnu ¼pkyw ;kstuk½ /

District Rest House/Circuit House (Running Schemes)         11,31,108         20,00,000         2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41&ljk;dsyk es a ifjLknu Hkou dk fuekZ.k ,oa vU; dk;Z mi 'kh"k Z&41&ljk;dsyk es a ifjLknu Hkou dk fuekZ.k ,oa vU; dk;Z mi 'kh"k Z&41&ljk;dsyk es a ifjLknu Hkou dk fuekZ.k ,oa vU; dk;Z mi 'kh"k Z&41&ljk;dsyk es a ifjLknu Hkou dk fuekZ.k ,oa vU; dk;Z mi 'kh"k Z&41&ljk;dsyk es a ifjLknu Hkou dk fuekZ.k ,oa vU; dk;Z / Construction of Circuit House at Sareikela and othe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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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410545         10,98,02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ljk;dsyk esa ifjLknu Hkou dk fuekZ.k ,oa vU; dk;Z ;ksx mi 'kh"kZ&41&ljk;dsyk esa ifjLknu Hkou dk fuekZ.k ,oa vU; dk;Z ;ksx mi 'kh"kZ&41&ljk;dsyk esa ifjLknu Hkou dk fuekZ.k ,oa vU; dk;Z ;ksx mi 'kh"kZ&41&ljk;dsyk esa ifjLknu Hkou dk fuekZ.k ,oa vU; dk;Z ;ksx mi 'kh"kZ&41&ljk;dsyk esa ifjLknu Hkou dk fuekZ.k ,oa vU; dk;Z /

Construction of Circuit House at Sareikela and other works         10,98,02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2&jk¡ph esa ekŒ mPp U;k;ky; ds ekŒ U;k;k/kh'kksa gsrq 8 vkokl@ ikdqM+ esa 8 ih0 vks0 vkokl@iksjgV] pØ/kjiqj esa U;kf;d Hkou @nqedkmi 'kh"kZ&42&jk¡ph esa ekŒ mPp U;k;ky; ds ekŒ U;k;k/kh'kksa gsrq 8 vkokl@ ikdqM+ esa 8 ih0 vks0 vkokl@iksjgV] pØ/kjiqj esa U;kf;d Hkou @nqedkmi 'kh"kZ&42&jk¡ph esa ekŒ mPp U;k;ky; ds ekŒ U;k;k/kh'kksa gsrq 8 vkokl@ ikdqM+ esa 8 ih0 vks0 vkokl@iksjgV] pØ/kjiqj esa U;kf;d Hkou @nqedkmi 'kh"kZ&42&jk¡ph esa ekŒ mPp U;k;ky; ds ekŒ U;k;k/kh'kksa gsrq 8 vkokl@ ikdqM+ esa 8 ih0 vks0 vkokl@iksjgV] pØ/kjiqj esa U;kf;d Hkou @nqedkmi 'kh"kZ&42&jk¡ph esa ekŒ mPp U;k;ky; ds ekŒ U;k;k/kh'kksa gsrq 8 vkokl@ ikdqM+ esa 8 ih0 vks0 vkokl@iksjgV] pØ/kjiqj esa U;kf;d Hkou @nqedk

esa mPp U;k;ky; [kaMihB dk fuekZ.k bR;kfn esa mPp U;k;ky; [kaMihB dk fuekZ.k bR;kfn esa mPp U;k;ky; [kaMihB dk fuekZ.k bR;kfn esa mPp U;k;ky; [kaMihB dk fuekZ.k bR;kfn esa mPp U;k;ky; [kaMihB dk fuekZ.k bR;kfn /

Construction of 8 houses for Hon'ble Judges, Ranchi, 8 Houses for P.O. at Pakur, Court Building at Porhar, Chakardharpur &

High Court at Dum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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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420545       2,23,82,112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2&jk¡ph esa ekŒ mPp U;k;ky; ds ekŒ U;k;k/kh'kksa gsrq 8 vkokl@ ikdqM+ esa;ksx mi 'kh"kZ&42&jk¡ph esa ekŒ mPp U;k;ky; ds ekŒ U;k;k/kh'kksa gsrq 8 vkokl@ ikdqM+ esa;ksx mi 'kh"kZ&42&jk¡ph esa ekŒ mPp U;k;ky; ds ekŒ U;k;k/kh'kksa gsrq 8 vkokl@ ikdqM+ esa;ksx mi 'kh"kZ&42&jk¡ph esa ekŒ mPp U;k;ky; ds ekŒ U;k;k/kh'kksa gsrq 8 vkokl@ ikdqM+ esa;ksx mi 'kh"kZ&42&jk¡ph esa ekŒ mPp U;k;ky; ds ekŒ U;k;k/kh'kksa gsrq 8 vkokl@ ikdqM+ esa

8 ih0 vks0 vkokl@iksjgV] pØ/kjiqj esa U;kf;d Hkou @nqedk esa mPp U;k;ky; [kaMihB dk fuekZ.k bR;kfn 8 ih0 vks0 vkokl@iksjgV] pØ/kjiqj esa U;kf;d Hkou @nqedk esa mPp U;k;ky; [kaMihB dk fuekZ.k bR;kfn 8 ih0 vks0 vkokl@iksjgV] pØ/kjiqj esa U;kf;d Hkou @nqedk esa mPp U;k;ky; [kaMihB dk fuekZ.k bR;kfn 8 ih0 vks0 vkokl@iksjgV] pØ/kjiqj esa U;kf;d Hkou @nqedk esa mPp U;k;ky; [kaMihB dk fuekZ.k bR;kfn 8 ih0 vks0 vkokl@iksjgV] pØ/kjiqj esa U;kf;d Hkou @nqedk esa mPp U;k;ky; [kaMihB dk fuekZ.k bR;kfn /

Construction of 8 houses for Hon'ble Judges, Ranchi, 8 Houses

for P.O. at Pakur, Court Building at Porhar, Chakardharpur

& High Court at Dumka       2,23,82,112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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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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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eq[; 'kh"kZ&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3&jk¡ph esa lh0 ch0 vkbZ0 U;k;ky; Hkou dk fuekZ.k dk;Z mi 'kh"kZ&43&jk¡ph esa lh0 ch0 vkbZ0 U;k;ky; Hkou dk fuekZ.k dk;Z mi 'kh"kZ&43&jk¡ph esa lh0 ch0 vkbZ0 U;k;ky; Hkou dk fuekZ.k dk;Z mi 'kh"kZ&43&jk¡ph esa lh0 ch0 vkbZ0 U;k;ky; Hkou dk fuekZ.k dk;Z mi 'kh"kZ&43&jk¡ph esa lh0 ch0 vkbZ0 U;k;ky; Hkou dk fuekZ.k dk;Z / Construction of CBI Court at Ran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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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430545       3,68,24,426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3&jk¡ph esa lh0 ch0 vkbZ0 U;k;ky; Hkou dk fuekZ.k dk;Z ;ksx mi 'kh"kZ&43&jk¡ph esa lh0 ch0 vkbZ0 U;k;ky; Hkou dk fuekZ.k dk;Z ;ksx mi 'kh"kZ&43&jk¡ph esa lh0 ch0 vkbZ0 U;k;ky; Hkou dk fuekZ.k dk;Z ;ksx mi 'kh"kZ&43&jk¡ph esa lh0 ch0 vkbZ0 U;k;ky; Hkou dk fuekZ.k dk;Z ;ksx mi 'kh"kZ&43&jk¡ph esa lh0 ch0 vkbZ0 U;k;ky; Hkou dk fuekZ.k dk;Z /

Construction of CBI Court at Ranchi       3,68,24,426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7&legj.kky; jkaph@[kwaVh @ vuqeaMy dk;kZØe] txjukFkiqj@ vk;qDr dk;kZy;] pkbZcklk@fo/kkulHkk esa fuekZ.k @ dk;ZØe vfHkO Hkou] fleMsxkmi 'kh"kZ&47&legj.kky; jkaph@[kwaVh @ vuqeaMy dk;kZØe] txjukFkiqj@ vk;qDr dk;kZy;] pkbZcklk@fo/kkulHkk esa fuekZ.k @ dk;ZØe vfHkO Hkou] fleMsxkmi 'kh"kZ&47&legj.kky; jkaph@[kwaVh @ vuqeaMy dk;kZØe] txjukFkiqj@ vk;qDr dk;kZy;] pkbZcklk@fo/kkulHkk esa fuekZ.k @ dk;ZØe vfHkO Hkou] fleMsxkmi 'kh"kZ&47&legj.kky; jkaph@[kwaVh @ vuqeaMy dk;kZØe] txjukFkiqj@ vk;qDr dk;kZy;] pkbZcklk@fo/kkulHkk esa fuekZ.k @ dk;ZØe vfHkO Hkou] fleMsxkmi 'kh"kZ&47&legj.kky; jkaph@[kwaVh @ vuqeaMy dk;kZØe] txjukFkiqj@ vk;qDr dk;kZy;] pkbZcklk@fo/kkulHkk esa fuekZ.k @ dk;ZØe vfHkO Hkou] fleMsxk

,oa vU; dk;Z ,oa vU; dk;Z ,oa vU; dk;Z ,oa vU; dk;Z ,oa vU; dk;Z /

Ranchi , Khunti Collectorate/ Jagannathpur Sub Division/ Chaibasa Commissionary/ Construction in Bidhan Sabha/ E.E. Office

& Other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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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470545       8,18,55,42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7&legj.kky; jkaph@[kw aVh @ vuqeaMy dk;kZØe] txjukFkiqj@ vk;qDr dk;kZy;];ksx mi 'kh"kZ&47&legj.kky; jkaph@[kw aVh @ vuqeaMy dk;kZØe] txjukFkiqj@ vk;qDr dk;kZy;];ksx mi 'kh"kZ&47&legj.kky; jkaph@[kw aVh @ vuqeaMy dk;kZØe] txjukFkiqj@ vk;qDr dk;kZy;];ksx mi 'kh"kZ&47&legj.kky; jkaph@[kw aVh @ vuqeaMy dk;kZØe] txjukFkiqj@ vk;qDr dk;kZy;];ksx mi 'kh"kZ&47&legj.kky; jkaph@[kw aVh @ vuqeaMy dk;kZØe] txjukFkiqj@ vk;qDr dk;kZy;]

pkbZcklk@fo/kkulHkk esa fuekZ.k @ dk;ZØe vfHkO Hkou] fleMsxk ,oa vU; dk;Z pkbZcklk@fo/kkulHkk esa fuekZ.k @ dk;ZØe vfHkO Hkou] fleMsxk ,oa vU; dk;Z pkbZcklk@fo/kkulHkk esa fuekZ.k @ dk;ZØe vfHkO Hkou] fleMsxk ,oa vU; dk;Z pkbZcklk@fo/kkulHkk esa fuekZ.k @ dk;ZØe vfHkO Hkou] fleMsxk ,oa vU; dk;Z pkbZcklk@fo/kkulHkk esa fuekZ.k @ dk;ZØe vfHkO Hkou] fleMsxk ,oa vU; dk;Z /

Ranchi , Khunti Collectorate/ Jagannathpur Sub Division/

Chaibasa Commissionary/Construction in Bidhan Sabha/

E.E. Office & Other Works       8,18,55,423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 sx'kkyk@ijke'kh Z 'k qYd mi 'kh"k 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 sx'kkyk@ijke'kh Z 'k qYd mi 'kh"k 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 sx'kkyk@ijke'kh Z 'k qYd mi 'kh"k 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 sx'kkyk@ijke'kh Z 'k qYd mi 'kh"k 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 sx'kkyk@ijke'kh Z 'k qYd / Training/Design/Quality Control Laboratory/Consultanc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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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03P405901796480107         43,02,067       4,00,00,000       4,00,00,000       1,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sx'kkyk@ijke'khZ 'kqYd ;ksx mi 'kh"k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sx'kkyk@ijke'khZ 'kqYd ;ksx mi 'kh"k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sx'kkyk@ijke'khZ 'kqYd ;ksx mi 'kh"k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sx'kkyk@ijke'khZ 'kqYd ;ksx mi 'kh"kZ&48&izf'k{k.k@fu:i.k@xq.k fu;a=.k iz;ksx'kkyk@ijke'khZ 'kqYd /

Training/Design/Quality Control Laboratory/Consultancy Service         43,02,067       4,00,00,000       4,00,00,000       1,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0&dk sV Z Hkou ¼vkoklh;@x Sj vkoklh;½ mi 'kh"k Z&50&dk sV Z Hkou ¼vkoklh;@x Sj vkoklh;½ mi 'kh"k Z&50&dk sV Z Hkou ¼vkoklh;@x Sj vkoklh;½ mi 'kh"k Z&50&dk sV Z Hkou ¼vkoklh;@x Sj vkoklh;½ mi 'kh"k Z&50&dk sV Z Hkou ¼vkoklh;@x Sj vkoklh;½ / Court Building (Residential/Non-Residential) (Runn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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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500545       9,72,88,725       6,00,00,000      11,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0&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0&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0&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0&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0&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

Court Building (Residential/Non-Residential) (Running Schemes)       9,72,88,725       6,00,00,000      11,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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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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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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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eq[; 'kh"kZ&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1&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1&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1&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1&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1&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 Office Building (New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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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510545       3,02,56,164       3,00,00,000       6,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1&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1&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1&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1&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1&dk;kZy; Hkou ¼ubZ ;kstuk½ /

Office Building (New Schemes)       3,02,56,164       3,00,00,000       6,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2&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2&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2&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2&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mi 'kh"k Z&52&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 Circuit House (New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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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520545         12,79,085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2&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2&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2&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2&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52&ifjlnu Hkou ¼ubZ ;kstuk½ /

Circuit House (New Schemes)         12,79,085         40,00,000         4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3&dk sV 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mi 'kh"k Z&53&dk sV 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mi 'kh"k Z&53&dk sV 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mi 'kh"k Z&53&dk sV 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mi 'kh"k Z&53&dk sV 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 Court Building (Residential/Non Residential) (New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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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530545       6,61,56,650      50,00,00,000      1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3&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3&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3&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3&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ksx mi 'kh"kZ&53&dksVZ Hkou ¼vkoklh;@xSj vkoklh;½ /

Court Building (Residential/Non Residential) (New Schemes)       6,61,56,650      50,00,00,000      1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4&dk;k Zy;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4&dk;k Zy;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4&dk;k Zy;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4&dk;k Zy;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54&dk;k Zy; Hkou ¼pkyw ;k stuk½ / Office Building (Runn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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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540545      11,85,53,445      16,00,00,000      16,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4&dk;kZy;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4&dk;kZy;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4&dk;kZy;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4&dk;kZy;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54&dk;kZy; Hkou ¼pkyw ;kstuk½ /

Office Building (Running Schemes)      11,85,53,445      16,00,00,000      16,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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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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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eq[; 'kh"kZ&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mi 'kh"k 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mi 'kh"k 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mi 'kh"k 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mi 'kh"k 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 Office Building / Circuit House

State Scheme  - OFFICE BUILDINGS(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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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580545 —— —— ——      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ksx mi 'kh"k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ksx mi 'kh"k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ksx mi 'kh"k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ksx mi 'kh"kZ&58&dk;kZy; Hkou @ ifjlnu Hkou /

Office Building / Circuit House —— —— ——      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9&dksV Z Hkou ¼vkoklh; @ xSj&vkoklh;½ mi 'kh"k Z&59&dksV Z Hkou ¼vkoklh; @ xSj&vkoklh;½ mi 'kh"k Z&59&dksV Z Hkou ¼vkoklh; @ xSj&vkoklh;½ mi 'kh"k Z&59&dksV Z Hkou ¼vkoklh; @ xSj&vkoklh;½ mi 'kh"k Z&59&dksV Z Hkou ¼vkoklh; @ xSj&vkoklh;½ / Court Building (Residential / Non-Residential)

State Scheme  - COURT BUILDINGS(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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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05901796590545 —— —— ——      2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9&dksVZ Hkou ¼vkoklh; @ xSj&vkoklh;½ ;ksx mi 'kh"kZ&59&dksVZ Hkou ¼vkoklh; @ xSj&vkoklh;½ ;ksx mi 'kh"kZ&59&dksVZ Hkou ¼vkoklh; @ xSj&vkoklh;½ ;ksx mi 'kh"kZ&59&dksVZ Hkou ¼vkoklh; @ xSj&vkoklh;½ ;ksx mi 'kh"kZ&59&dksVZ Hkou ¼vkoklh; @ xSj&vkoklh;½ /

Court Building (Residential / Non-Residential) —— —— ——      2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46,11,27,228      79,60,00,000      49,60,00,000      76,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 ;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 ;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 ;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 ;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57,18,22,650    1,03,00,00,000      81,10,00,000    1,0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57,18,22,650    1,03,00,00,000      81,10,00,000    1,0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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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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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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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eq[; 'kh"kZ&4216&vkokl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HOUSING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 GOVERNMENT RESIDENTIAL BUILDINGS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 OTHER HOUSING
mi 'kh"k Z&10&vkoklh; Hkou ¼ubZ ;k stuk½ mi 'kh"k Z&10&vkoklh; Hkou ¼ubZ ;k stuk½ mi 'kh"k Z&10&vkoklh; Hkou ¼ubZ ;k stuk½ mi 'kh"k Z&10&vkoklh; Hkou ¼ubZ ;k stuk½ mi 'kh"k Z&10&vkoklh; Hkou ¼ubZ ;k stuk½ / Residential Building (New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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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21601700100545          8,15,100       3,00,00,000       3,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vkoklh;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10&vkoklh;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10&vkoklh;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10&vkoklh;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10&vkoklh; Hkou ¼ubZ ;kstuk½ /

Residential Building (New Schemes)          8,15,100       3,00,00,000       3,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 OTHER HOUSING
mi 'kh"k Z&11&vkoklh;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11&vkoklh;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11&vkoklh;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11&vkoklh;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11&vkoklh; Hkou ¼pkyw ;k stuk½ / Residential Building (Runn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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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21601700110545       1,49,70,140       3,00,00,000       3,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1&vkoklh;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11&vkoklh;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11&vkoklh;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11&vkoklh;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11&vkoklh; Hkou ¼pkyw ;kstuk½ /

Residential Building (Running Schemes)       1,49,70,140       3,00,00,000       3,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y?kq 'kh"kZ&700&vU; vkokl  / OTHER HOUSING
mi 'kh"k Z&14&ljdkjh vkoklh; Hkou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14&ljdkjh vkoklh; Hkou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14&ljdkjh vkoklh; Hkou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14&ljdkjh vkoklh; Hkou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14&ljdkjh vkoklh; Hkouk s a dk fuek Z.k /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Residential Building

State Scheme  - GOVT. RESIDENTIAL BUILDINGS(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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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21601700140545 —— —— ——      1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4&ljdkjh vkoklh; Hkou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14&ljdkjh vkoklh; Hkou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14&ljdkjh vkoklh; Hkou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14&ljdkjh vkoklh; Hkou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14&ljdkjh vkoklh; Hkouksa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Residential Building —— —— ——      1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00&vU; vkokl ;ksx y?kq 'kh"kZ&700&vU; vkokl ;ksx y?kq 'kh"kZ&700&vU; vkokl ;ksx y?kq 'kh"kZ&700&vU; vkokl ;ksx y?kq 'kh"kZ&700&vU; vkokl / OTHER HOUSING       1,57,85,240       6,00,00,000       6,00,00,000      1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5&jkt/kkuh jk¡ph esa ekuuh; ea=h vkokl ,e0,y0,0 vkokl [kw¡Vh@ fleMsxk vuqeaMy inkf/kdkjh vkokl jktegy@fleMsxk dk fuekZ.k@ jkt/mi 'kh"kZ&05&jkt/kkuh jk¡ph esa ekuuh; ea=h vkokl ,e0,y0,0 vkokl [kw¡Vh@ fleMsxk vuqeaMy inkf/kdkjh vkokl jktegy@fleMsxk dk fuekZ.k@ jkt/mi 'kh"kZ&05&jkt/kkuh jk¡ph esa ekuuh; ea=h vkokl ,e0,y0,0 vkokl [kw¡Vh@ fleMsxk vuqeaMy inkf/kdkjh vkokl jktegy@fleMsxk dk fuekZ.k@ jkt/mi 'kh"kZ&05&jkt/kkuh jk¡ph esa ekuuh; ea=h vkokl ,e0,y0,0 vkokl [kw¡Vh@ fleMsxk vuqeaMy inkf/kdkjh vkokl jktegy@fleMsxk dk fuekZ.k@ jkt/mi 'kh"kZ&05&jkt/kkuh jk¡ph esa ekuuh; ea=h vkokl ,e0,y0,0 vkokl [kw¡Vh@ fleMsxk vuqeaMy inkf/kdkjh vkokl jktegy@fleMsxk dk fuekZ.k@ jkt/

kkuh@mi jkt/kkuh@ize0@ft0@vuq0@eq0 esa vkokl kkuh@mi jkt/kkuh@ize0@ft0@vuq0@eq0 esa vkokl kkuh@mi jkt/kkuh@ize0@ft0@vuq0@eq0 esa vkokl kkuh@mi jkt/kkuh@ize0@ft0@vuq0@eq0 esa vkokl kkuh@mi jkt/kkuh@ize0@ft0@vuq0@eq0 esa vkokl /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for Honorable Ministers, MLA Residence/Senior Officers residence/Bungalow residence

khunti/construc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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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21601796050545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jkt/kkuh jk¡ph esa ekuuh; ea=h vkokl ,e0,y0,0 vkokl [kw¡Vh@;ksx mi 'kh"kZ&05&jkt/kkuh jk¡ph esa ekuuh; ea=h vkokl ,e0,y0,0 vkokl [kw¡Vh@;ksx mi 'kh"kZ&05&jkt/kkuh jk¡ph esa ekuuh; ea=h vkokl ,e0,y0,0 vkokl [kw¡Vh@;ksx mi 'kh"kZ&05&jkt/kkuh jk¡ph esa ekuuh; ea=h vkokl ,e0,y0,0 vkokl [kw¡Vh@;ksx mi 'kh"kZ&05&jkt/kkuh jk¡ph esa ekuuh; ea=h vkokl ,e0,y0,0 vkokl [kw¡Vh@

fleMsxk vuqeaMy inkf/kdkjh vkokl jktegy@fleMsxk dk fuekZ.k@fleMsxk vuqeaMy inkf/kdkjh vkokl jktegy@fleMsxk dk fuekZ.k@fleMsxk vuqeaMy inkf/kdkjh vkokl jktegy@fleMsxk dk fuekZ.k@fleMsxk vuqeaMy inkf/kdkjh vkokl jktegy@fleMsxk dk fuekZ.k@fleMsxk vuqeaMy inkf/kdkjh vkokl jktegy@fleMsxk dk fuekZ.k@

jkt/kkuh@mi jkt/kkuh@ize0@ft0@vuq0@eq0 esa vkokl jkt/kkuh@mi jkt/kkuh@ize0@ft0@vuq0@eq0 esa vkokl jkt/kkuh@mi jkt/kkuh@ize0@ft0@vuq0@eq0 esa vkokl jkt/kkuh@mi jkt/kkuh@ize0@ft0@vuq0@eq0 esa vkokl jkt/kkuh@mi jkt/kkuh@ize0@ft0@vuq0@eq0 esa vkokl /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for Honorable Ministers,

MLA Residence/Senior Officers residence/Bungalow

residence khunti/construction etc.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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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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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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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eq[; 'kh"kZ&4216&vkokl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HOUSING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 GOVERNMENT RESIDENTIAL BUILDING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9&vkoklh;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09&vkoklh;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09&vkoklh;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09&vkoklh; Hkou ¼pkyw ;k stuk½ mi 'kh"k Z&09&vkoklh; Hkou ¼pkyw ;k stuk½ / Residential Building (Running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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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21601796090545       3,24,07,515       4,00,00,000       4,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vkoklh;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09&vkoklh;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09&vkoklh;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09&vkoklh; Hkou ¼pkyw ;kstuk½ ;ksx mi 'kh"kZ&09&vkoklh; Hkou ¼pkyw ;kstuk½ /

Residential Building (Running Schemes)       3,24,07,515       4,00,00,000       4,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0&vkoklh; Hkou ¼ubZ ;k stuk½ mi 'kh"k Z&10&vkoklh; Hkou ¼ubZ ;k stuk½ mi 'kh"k Z&10&vkoklh; Hkou ¼ubZ ;k stuk½ mi 'kh"k Z&10&vkoklh; Hkou ¼ubZ ;k stuk½ mi 'kh"k Z&10&vkoklh; Hkou ¼ubZ ;k stuk½ / Residential Building (New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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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21601796100545       3,85,34,330       5,00,00,000       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vkoklh;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10&vkoklh;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10&vkoklh;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10&vkoklh; Hkou ¼ubZ ;kstuk½ ;ksx mi 'kh"kZ&10&vkoklh; Hkou ¼ubZ ;kstuk½ /

Residential Building (New Schemes)       3,85,34,330       5,00,00,000       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4&ljdkjh vkoklh; Hkou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14&ljdkjh vkoklh; Hkou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14&ljdkjh vkoklh; Hkou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14&ljdkjh vkoklh; Hkouk s a dk fuek Z.k mi 'kh"k Z&14&ljdkjh vkoklh; Hkouk s a dk fuek Z.k /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Residential Building

State Scheme  - GOVT. RESIDENTIAL BUILDINGS(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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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3P421601796140545 —— —— ——      2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4&ljdkjh vkoklh; Hkou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14&ljdkjh vkoklh; Hkou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14&ljdkjh vkoklh; Hkou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14&ljdkjh vkoklh; Hkouksa dk fuekZ.k ;ksx mi 'kh"kZ&14&ljdkjh vkoklh; Hkouksa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Residential Building —— —— ——      2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7,19,41,845       9,00,00,000      11,00,00,000      21,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ksx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ksx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ksx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ksx mi&eq[; 'kh"kZ&01&ljdkjh fjgk;'kh Hkou /

GOVERNMENT RESIDENTIAL BUILDINGS       8,77,27,085      15,00,00,000      17,00,00,000      3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216&vkokl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216&vkokl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216&vkokl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216&vkokl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216&vkokl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HOUSING       8,77,27,085      15,00,00,000      17,00,00,000      3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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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x la[;k  & 03&Hkou fuekZ.k foHkkx ek¡x la[;k  & 03&Hkou fuekZ.k foHkkx ek¡x la[;k  & 03&Hkou fuekZ.k foHkkx ek¡x la[;k  & 03&Hkou fuekZ.k foHkkx ek¡x la[;k  & 03&Hkou fuekZ.k foHkkx / Building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07 &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2,00,00,000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1,41,00,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1,4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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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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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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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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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8&ukxj foekuu foHkkx /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eq[; 'kh"kZ&3053&ukxj foekuu  / CIVIL AVIATION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 TRAINING AND EDUCATION
mi 'kh"k Z&02&ukxj foekuu izkf/kdkj dks lgk;d vuqnku mi 'kh"k Z&02&ukxj foekuu izkf/kdkj dks lgk;d vuqnku mi 'kh"k Z&02&ukxj foekuu izkf/kdkj dks lgk;d vuqnku mi 'kh"k Z&02&ukxj foekuu izkf/kdkj dks lgk;d vuqnku mi 'kh"k Z&02&ukxj foekuu izkf/kdkj dks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to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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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8P305380003020678      40,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ukxj foekuu izkf/kdkj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kxj foekuu izkf/kdkj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kxj foekuu izkf/kdkj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kxj foekuu izkf/kdkj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kxj foekuu izkf/kdkj dks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to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40,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
TRAINING AND EDUCATION      40,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1&nks ok;q;kuks a ds Ø;&vfrfof'k"V Js.kh mi 'kh"k Z&01&nks ok;q;kuks a ds Ø;&vfrfof'k"V Js.kh mi 'kh"k Z&01&nks ok;q;kuks a ds Ø;&vfrfof'k"V Js.kh mi 'kh"k Z&01&nks ok;q;kuks a ds Ø;&vfrfof'k"V Js.kh mi 'kh"k Z&01&nks ok;q;kuks a ds Ø;&vfrfof'k"V Js.kh / Purchase of two aeroplane-VIP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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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8P305380796010678 ——          1,00,000          1,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nks ok;q;kuksa dz;&vfrfof'k"V Js.kh ;ksx mi 'kh"kZ&01&nks ok;q;kuksa dz;&vfrfof'k"V Js.kh ;ksx mi 'kh"kZ&01&nks ok;q;kuksa dz;&vfrfof'k"V Js.kh ;ksx mi 'kh"kZ&01&nks ok;q;kuksa dz;&vfrfof'k"V Js.kh ;ksx mi 'kh"kZ&01&nks ok;q;kuksa dz;&vfrfof'k"V Js.kh /

Purchase of two aeroplane-VIP Version ——          1,00,000          1,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2&,d izf'k{k.k ok;q;ku ,oa ,d eksVj XykbZMj dk dz; mi 'kh"kZ&02&,d izf'k{k.k ok;q;ku ,oa ,d eksVj XykbZMj dk dz; mi 'kh"kZ&02&,d izf'k{k.k ok;q;ku ,oa ,d eksVj XykbZMj dk dz; mi 'kh"kZ&02&,d izf'k{k.k ok;q;ku ,oa ,d eksVj XykbZMj dk dz; mi 'kh"kZ&02&,d izf'k{k.k ok;q;ku ,oa ,d eksVj XykbZMj dk dz; / Purchase of One Trainer Aircraft and One Motor Gl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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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8P305380796020678 ——       7,00,00,000       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d izf'k{k.k ok;q;ku ,oa ,d eksVj XykbZMj dk dz; ;ksx mi 'kh"kZ&02&,d izf'k{k.k ok;q;ku ,oa ,d eksVj XykbZMj dk dz; ;ksx mi 'kh"kZ&02&,d izf'k{k.k ok;q;ku ,oa ,d eksVj XykbZMj dk dz; ;ksx mi 'kh"kZ&02&,d izf'k{k.k ok;q;ku ,oa ,d eksVj XykbZMj dk dz; ;ksx mi 'kh"kZ&02&,d izf'k{k.k ok;q;ku ,oa ,d eksVj XykbZMj dk dz; /

Purchase of One Trainer Aircraft and One Motor Glider ——       7,00,00,000       7,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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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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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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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8&ukxj foekuu foHkkx /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eq[; 'kh"kZ&3053&ukxj foekuu  / CIVIL AVIATION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3&gtkjhckx] iykew ,oa /kuckn esa >kj[kaM mM~M;u laLFkku ds fy;s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mi 'kh"kZ&03&gtkjhckx] iykew ,oa /kuckn esa >kj[kaM mM~M;u laLFkku ds fy;s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mi 'kh"kZ&03&gtkjhckx] iykew ,oa /kuckn esa >kj[kaM mM~M;u laLFkku ds fy;s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mi 'kh"kZ&03&gtkjhckx] iykew ,oa /kuckn esa >kj[kaM mM~M;u laLFkku ds fy;s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mi 'kh"kZ&03&gtkjhckx] iykew ,oa /kuckn esa >kj[kaM mM~M;u laLFkku ds fy;s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of Jharkhand Flying Institute at Hazaribagh, Palamu & Dhanbad, Dumka & Giridih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8P305380796030678 ——          1,00,000          1,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gtkjhckx] iykew ,oa /kuckn esa >kj[kaM mM~M;u laLFkku ds fy;s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ksx mi 'kh"kZ&03&gtkjhckx] iykew ,oa /kuckn esa >kj[kaM mM~M;u laLFkku ds fy;s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ksx mi 'kh"kZ&03&gtkjhckx] iykew ,oa /kuckn esa >kj[kaM mM~M;u laLFkku ds fy;s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ksx mi 'kh"kZ&03&gtkjhckx] iykew ,oa /kuckn esa >kj[kaM mM~M;u laLFkku ds fy;s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ksx mi 'kh"kZ&03&gtkjhckx] iykew ,oa /kuckn esa >kj[kaM mM~M;u laLFkku ds fy;s vk/kkjHkwr lajpukvksa dk fodkl /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of Jharkhand Flying Institute at
Hazaribagh, Palamu & Dhanbad, Dumka & Giridih ——          1,00,000          1,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4&nso?kj lfgr 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fuekZ.k ,oa foLrkj gsrq mi 'kh"kZ&04&nso?kj lfgr 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fuekZ.k ,oa foLrkj gsrq mi 'kh"kZ&04&nso?kj lfgr 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fuekZ.k ,oa foLrkj gsrq mi 'kh"kZ&04&nso?kj lfgr 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fuekZ.k ,oa foLrkj gsrq mi 'kh"kZ&04&nso?kj lfgr 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fuekZ.k ,oa foLrkj gsrq /
Expansion/Construction of Run-way in different district HQ including Deoghar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8P305380796040678 ——       4,82,00,000       4,8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nso?kj lfgr 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fuekZ.k ,oa foLrkj gsrq;ksx mi 'kh"kZ&04&nso?kj lfgr 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fuekZ.k ,oa foLrkj gsrq;ksx mi 'kh"kZ&04&nso?kj lfgr 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fuekZ.k ,oa foLrkj gsrq;ksx mi 'kh"kZ&04&nso?kj lfgr 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fuekZ.k ,oa foLrkj gsrq;ksx mi 'kh"kZ&04&nso?kj lfgr 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fuekZ.k ,oa foLrkj gsrq

/Expansion/Construction of Run-way in different
district HQ including Deoghar ——       4,82,00,000       4,8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5&>kj[kaM ds nl i;ZVu LFkyksa esa lHkh lqfo/kkvksa ds lkFk iDds gsfyiSM dk fuekZ.k mi 'kh"kZ&05&>kj[kaM ds nl i;ZVu LFkyksa esa lHkh lqfo/kkvksa ds lkFk iDds gsfyiSM dk fuekZ.k mi 'kh"kZ&05&>kj[kaM ds nl i;ZVu LFkyksa esa lHkh lqfo/kkvksa ds lkFk iDds gsfyiSM dk fuekZ.k mi 'kh"kZ&05&>kj[kaM ds nl i;ZVu LFkyksa esa lHkh lqfo/kkvksa ds lkFk iDds gsfyiSM dk fuekZ.k mi 'kh"kZ&05&>kj[kaM ds nl i;ZVu LFkyksa esa lHkh lqfo/kkvksa ds lkFk iDds gsfyiSM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Pukka Helipad with all facility at ten tourist places of Jharkhand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8P305380796050678 ——          1,00,000          1,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kj[kaM ds nl i;ZVu LFkyksa esa lHkh lqfo/kkvksa lqfo/kkvksa ds lkFk iDds gsfyiSM dk fuekZ.k ;ksx mi 'kh"kZ&05&>kj[kaM ds nl i;ZVu LFkyksa esa lHkh lqfo/kkvksa lqfo/kkvksa ds lkFk iDds gsfyiSM dk fuekZ.k ;ksx mi 'kh"kZ&05&>kj[kaM ds nl i;ZVu LFkyksa esa lHkh lqfo/kkvksa lqfo/kkvksa ds lkFk iDds gsfyiSM dk fuekZ.k ;ksx mi 'kh"kZ&05&>kj[kaM ds nl i;ZVu LFkyksa esa lHkh lqfo/kkvksa lqfo/kkvksa ds lkFk iDds gsfyiSM dk fuekZ.k ;ksx mi 'kh"kZ&05&>kj[kaM ds nl i;ZVu LFkyksa esa lHkh lqfo/kkvksa lqfo/kkvksa ds lkFk iDds gsfyiSM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Pukka Helipad with all facility
at ten tourist places of Jharkhand ——          1,00,000          1,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6&,;jk sek WMfyax ,oa ,;jk sLik sV Zl mi 'kh"k Z&06&,;jk sek WMfyax ,oa ,;jk sLik sV Zl mi 'kh"k Z&06&,;jk sek WMfyax ,oa ,;jk sLik sV Zl mi 'kh"k Z&06&,;jk sek WMfyax ,oa ,;jk sLik sV Zl mi 'kh"k Z&06&,;jk sek WMfyax ,oa ,;jk sLik sV Zl / Aeromodeling and Aerosports.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8P305380796060678 ——         15,00,000         1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jksekWMfyax ,oa ,;jksLiksVZl ;ksx mi 'kh"kZ&06&,;jksekWMfyax ,oa ,;jksLiksVZl ;ksx mi 'kh"kZ&06&,;jksekWMfyax ,oa ,;jksLiksVZl ;ksx mi 'kh"kZ&06&,;jksekWMfyax ,oa ,;jksLiksVZl ;ksx mi 'kh"kZ&06&,;jksekWMfyax ,oa ,;jksLiksVZl /
Aeromodeling and Aerosports. ——         15,00,000         1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12,00,00,000      1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40,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3053&ukxj foekuu dqy ;ksx&3053&ukxj foekuu dqy ;ksx&3053&ukxj foekuu dqy ;ksx&3053&ukxj foekuu dqy ;ksx&3053&ukxj foekuu / CIVIL AVIATION      40,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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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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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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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8&ukxj foekuu foHkkx /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eq[; 'kh"kZ&5053&ukxj foeku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IVIL AVIATION

mi&eq[; 'kh"kZ&02&foeku iRru mi&eq[; 'kh"kZ&02&foeku iRru mi&eq[; 'kh"kZ&02&foeku iRru mi&eq[; 'kh"kZ&02&foeku iRru mi&eq[; 'kh"kZ&02&foeku iRru / AIR PORTS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 AERODROMES
mi 'kh"kZ&01&fcjlk eq.Mk gokbZ vM~Ms ds foLrkj ds fy, Hkwfe vf/kxzg.k mi 'kh"kZ&01&fcjlk eq.Mk gokbZ vM~Ms ds foLrkj ds fy, Hkwfe vf/kxzg.k mi 'kh"kZ&01&fcjlk eq.Mk gokbZ vM~Ms ds foLrkj ds fy, Hkwfe vf/kxzg.k mi 'kh"kZ&01&fcjlk eq.Mk gokbZ vM~Ms ds foLrkj ds fy, Hkwfe vf/kxzg.k mi 'kh"kZ&01&fcjlk eq.Mk gokbZ vM~Ms ds foLrkj ds fy, Hkwfe vf/kxzg.k / Land Aquisation for Extention of Birsa Munda Air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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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8P505302102010545 —— ——    1,10,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ksx mi 'kh"kZ&01&;ksx mi 'kh"kZ&01&;ksx mi 'kh"kZ&01&;ksx mi 'kh"kZ&01&fcjlk eq.Mk gokbZ vM~Ms ds foLrkj ds fy, Hkwfe vf/kxzg.kfcjlk eq.Mk gokbZ vM~Ms ds foLrkj ds fy, Hkwfe vf/kxzg.kfcjlk eq.Mk gokbZ vM~Ms ds foLrkj ds fy, Hkwfe vf/kxzg.kfcjlk eq.Mk gokbZ vM~Ms ds foLrkj ds fy, Hkwfe vf/kxzg.kfcjlk eq.Mk gokbZ vM~Ms ds foLrkj ds fy, Hkwfe vf/kxzg.k/

Land Aquisation for Extention of Birsa Munda Airport —— ——    1,10,0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 AERODROMES
mi 'kh"kZ&03&jk¡ph gokbZ vM~Ms ij jktdh; ,;jIysV ds fuekZ.k gsrq mi 'kh"kZ&03&jk¡ph gokbZ vM~Ms ij jktdh; ,;jIysV ds fuekZ.k gsrq mi 'kh"kZ&03&jk¡ph gokbZ vM~Ms ij jktdh; ,;jIysV ds fuekZ.k gsrq mi 'kh"kZ&03&jk¡ph gokbZ vM~Ms ij jktdh; ,;jIysV ds fuekZ.k gsrq mi 'kh"kZ&03&jk¡ph gokbZ vM~Ms ij jktdh; ,;jIysV ds fuekZ.k gsrq / Fund allocation for construction of State Air base at Ranchi Airport

State Scheme  - FUND ALLOCATION FOR CONSTRUCTION OF STATE AIR BASE AT RANCHI AIRPORT(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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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8P505302102030545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jk¡ph gokbZ vM~Ms ij jktdh; ,;jIysV ds fuekZ.k gsrq ;ksx mi 'kh"kZ&03&jk¡ph gokbZ vM~Ms ij jktdh; ,;jIysV ds fuekZ.k gsrq ;ksx mi 'kh"kZ&03&jk¡ph gokbZ vM~Ms ij jktdh; ,;jIysV ds fuekZ.k gsrq ;ksx mi 'kh"kZ&03&jk¡ph gokbZ vM~Ms ij jktdh; ,;jIysV ds fuekZ.k gsrq ;ksx mi 'kh"kZ&03&jk¡ph gokbZ vM~Ms ij jktdh; ,;jIysV ds fuekZ.k gsrq /

Fund allocation for construction of State Air base at Ranchi Airport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 AERODROMES
mi 'kh"kZ&04&>kj[k.M mM~M;u laLFkku ds vk/kkjHkwr lalk/kuksa ds l`tu ,oa fodkl mi 'kh"kZ&04&>kj[k.M mM~M;u laLFkku ds vk/kkjHkwr lalk/kuksa ds l`tu ,oa fodkl mi 'kh"kZ&04&>kj[k.M mM~M;u laLFkku ds vk/kkjHkwr lalk/kuksa ds l`tu ,oa fodkl mi 'kh"kZ&04&>kj[k.M mM~M;u laLFkku ds vk/kkjHkwr lalk/kuksa ds l`tu ,oa fodkl mi 'kh"kZ&04&>kj[k.M mM~M;u laLFkku ds vk/kkjHkwr lalk/kuksa ds l`tu ,oa fodkl /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ase infrastructure for Jharkhand Flying Institute

State Scheme  -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ASE INFRASTRUCTURE FOR JHARKHAND FLYING INSTITUTE(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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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8P505302102040545 ——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kj[k.M mM~M;u laLFkku ds vk/kkjHkwr lalk/kuksa ds l`tu ,oa fodkl ;ksx mi 'kh"kZ&04&>kj[k.M mM~M;u laLFkku ds vk/kkjHkwr lalk/kuksa ds l`tu ,oa fodkl ;ksx mi 'kh"kZ&04&>kj[k.M mM~M;u laLFkku ds vk/kkjHkwr lalk/kuksa ds l`tu ,oa fodkl ;ksx mi 'kh"kZ&04&>kj[k.M mM~M;u laLFkku ds vk/kkjHkwr lalk/kuksa ds l`tu ,oa fodkl ;ksx mi 'kh"kZ&04&>kj[k.M mM~M;u laLFkku ds vk/kkjHkwr lalk/kuksa ds l`tu ,oa fodkl /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ase infrastructure

for Jharkhand Flying Institute —— —— ——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 AERODROMES
mi 'kh"kZ&05&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ds fuekZ.k ,oa foLrkj mi 'kh"kZ&05&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ds fuekZ.k ,oa foLrkj mi 'kh"kZ&05&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ds fuekZ.k ,oa foLrkj mi 'kh"kZ&05&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ds fuekZ.k ,oa foLrkj mi 'kh"kZ&05&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ds fuekZ.k ,oa foLrkj /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runway for different district headquarters

State Scheme  -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RUNWAY FOR DIFFERENT DISTRICT HEADQUARTERS(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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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8P505302102050545 —— —— ——       3,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5&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ds fuekZ.k ,oa foLrkj ;ksx mi 'kh"kZ&05&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ds fuekZ.k ,oa foLrkj ;ksx mi 'kh"kZ&05&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ds fuekZ.k ,oa foLrkj ;ksx mi 'kh"kZ&05&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ds fuekZ.k ,oa foLrkj ;ksx mi 'kh"kZ&05&fofHkUu ftyksa ds eq[;ky;ksa esa juos ds fuekZ.k ,oa foLrkj /

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runway for different district headquarters —— —— ——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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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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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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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8&ukxj foekuu foHkkx /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eq[; 'kh"kZ&5053&ukxj foeku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IVIL AVIATION

mi&eq[; 'kh"kZ&02&foeku iRru mi&eq[; 'kh"kZ&02&foeku iRru mi&eq[; 'kh"kZ&02&foeku iRru mi&eq[; 'kh"kZ&02&foeku iRru mi&eq[; 'kh"kZ&02&foeku iRru  / AIR PORTS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y?kq 'kh"kZ&102&gokbZ vM~Mk  / AERODROMES
mi 'kh"kZ&06&>kj[k.M ds nl i;ZVu LFkkuksa esa gSyhiSM dk fuekZ.k mi 'kh"kZ&06&>kj[k.M ds nl i;ZVu LFkkuksa esa gSyhiSM dk fuekZ.k mi 'kh"kZ&06&>kj[k.M ds nl i;ZVu LFkkuksa esa gSyhiSM dk fuekZ.k mi 'kh"kZ&06&>kj[k.M ds nl i;ZVu LFkkuksa esa gSyhiSM dk fuekZ.k mi 'kh"kZ&06&>kj[k.M ds nl i;ZVu LFkkuksa esa gSyhiSM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helipad with all facilities to 10 tourist places in Jharkhand

State Scheme  - CONSTRUCTION OF HELIPAD WITH ALL FACILITIES TO 10 TOURIST PLACES IN JHARKHAND(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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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08P505302102060545 —— —— ——       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kj[k.M ds nl i;ZVu LFkkuksa esa gSyhiSM dk fuekZ.k ;ksx mi 'kh"kZ&06&>kj[k.M ds nl i;ZVu LFkkuksa esa gSyhiSM dk fuekZ.k ;ksx mi 'kh"kZ&06&>kj[k.M ds nl i;ZVu LFkkuksa esa gSyhiSM dk fuekZ.k ;ksx mi 'kh"kZ&06&>kj[k.M ds nl i;ZVu LFkkuksa esa gSyhiSM dk fuekZ.k ;ksx mi 'kh"kZ&06&>kj[k.M ds nl i;ZVu LFkkuksa esa gSyhiSM dk fuekZ.k /

Construction of helipad with all facilities to 10 tourist places in Jharkhand —— —— ——       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gokbZ vM~Mk ;ksx y?kq 'kh"kZ&102&gokbZ vM~Mk ;ksx y?kq 'kh"kZ&102&gokbZ vM~Mk ;ksx y?kq 'kh"kZ&102&gokbZ vM~Mk ;ksx y?kq 'kh"kZ&102&gokbZ vM~Mk / AERODROMES —— ——    1,10,00,00,000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2&foeku iRru ;ksx mi&eq[; 'kh"kZ&02&foeku iRru ;ksx mi&eq[; 'kh"kZ&02&foeku iRru ;ksx mi&eq[; 'kh"kZ&02&foeku iRru ;ksx mi&eq[; 'kh"kZ&02&foeku iRru / AIR PORTS —— ——    1,10,00,00,000      17,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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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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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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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8&ukxj foekuu foHkkx /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eq[; 'kh"kZ&5053&ukxj foeku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IVIL AVIATION

mi&eq[; 'kh"kZ&60&vU; oSekfudh lsok,a mi&eq[; 'kh"kZ&60&vU; oSekfudh lsok,a mi&eq[; 'kh"kZ&60&vU; oSekfudh lsok,a mi&eq[; 'kh"kZ&60&vU; oSekfudh lsok,a mi&eq[; 'kh"kZ&60&vU; oSekfudh lsok,a / OTHER AERONAUTICAL SERVICES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i 'kh"kZ&01&Mcy bZatu VcksZ izksi bDlthD;wfVc foeku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klZ ikVZl ds lkFk½ mi 'kh"kZ&01&Mcy bZatu VcksZ izksi bDlthD;wfVc foeku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klZ ikVZl ds lkFk½ mi 'kh"kZ&01&Mcy bZatu VcksZ izksi bDlthD;wfVc foeku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klZ ikVZl ds lkFk½ mi 'kh"kZ&01&Mcy bZatu VcksZ izksi bDlthD;wfVc foeku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klZ ikVZl ds lkFk½ mi 'kh"kZ&01&Mcy bZatu VcksZ izksi bDlthD;wfVc foeku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klZ ikVZl ds lkFk½ /
Purchase of Two double Engine Turbo prop executive plane (including essential apparatus and spares parts) @ 50.05 crore per plane
State Scheme  - PURCHASE OF TWO DOUBLE ENGINE TURBO PROP EXECUTIVE PLANE (INCLUDING ESSENTIAL APPARA-
TUS AND SPARES PARTS) @50.05 CRORE PER PLANE(0910)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0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08P505360052010440 —— —— ——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Mcy bZatu VcksZ izksi bDlthD;wfVc foeku dk Ø;;ksx mi 'kh"kZ&01&Mcy bZatu VcksZ izksi bDlthD;wfVc foeku dk Ø;;ksx mi 'kh"kZ&01&Mcy bZatu VcksZ izksi bDlthD;wfVc foeku dk Ø;;ksx mi 'kh"kZ&01&Mcy bZatu VcksZ izksi bDlthD;wfVc foeku dk Ø;;ksx mi 'kh"kZ&01&Mcy bZatu VcksZ izksi bDlthD;wfVc foeku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klZ ikVZl ds lkFk½ ¼vko';d miLdj ,oa Lis'klZ ikVZl ds lkFk½ ¼vko';d miLdj ,oa Lis'klZ ikVZl ds lkFk½ ¼vko';d miLdj ,oa Lis'klZ ikVZl ds lkFk½ ¼vko';d miLdj ,oa Lis'klZ ikVZl ds lkFk½ /
Purchase of Two double Engine Turbo prop executive plane
(including essential apparatus and spares parts) @ 50.05 crore per plane —— —— ——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i 'kh"kZ&02&f}dy bZatu VcksZizksi oh-vkbZ-ih- olZu gSyhdkdkWiVj dk Ø; mi 'kh"kZ&02&f}dy bZatu VcksZizksi oh-vkbZ-ih- olZu gSyhdkdkWiVj dk Ø; mi 'kh"kZ&02&f}dy bZatu VcksZizksi oh-vkbZ-ih- olZu gSyhdkdkWiVj dk Ø; mi 'kh"kZ&02&f}dy bZatu VcksZizksi oh-vkbZ-ih- olZu gSyhdkdkWiVj dk Ø; mi 'kh"kZ&02&f}dy bZatu VcksZizksi oh-vkbZ-ih- olZu gSyhdkdkWiVj dk Ø; /
Purchase of Two double engine turbo prop VIP version Helicopter @ 90.00 crore per Helicopter
State Scheme  - PURCHASE OF TWO DOUBLE ENGINE TURBOPROP VIP VERSION HELICOPTER @90.00 CRORE PER
HELICOPTER(0911)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0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08P505360052020440 —— —— ——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f}dy bZatu VcksZizksi oh-vkbZ-ih- olZu gSyhdkdkWiVj dk Ø; ;ksx mi 'kh"kZ&02&f}dy bZatu VcksZizksi oh-vkbZ-ih- olZu gSyhdkdkWiVj dk Ø; ;ksx mi 'kh"kZ&02&f}dy bZatu VcksZizksi oh-vkbZ-ih- olZu gSyhdkdkWiVj dk Ø; ;ksx mi 'kh"kZ&02&f}dy bZatu VcksZizksi oh-vkbZ-ih- olZu gSyhdkdkWiVj dk Ø; ;ksx mi 'kh"kZ&02&f}dy bZatu VcksZizksi oh-vkbZ-ih- olZu gSyhdkdkWiVj dk Ø; /
Purchase of Two double engine turbo prop VIP version
Helicopter @ 90.00 crore per Helicopter —— —— ——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i 'kh"kZ&03&,dy bZatu VcksZ 'kk¶V ;qfVfyVh olZu gSyhdkWIVj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lZ ikVZl ds lkFk½ mi 'kh"kZ&03&,dy bZatu VcksZ 'kk¶V ;qfVfyVh olZu gSyhdkWIVj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lZ ikVZl ds lkFk½ mi 'kh"kZ&03&,dy bZatu VcksZ 'kk¶V ;qfVfyVh olZu gSyhdkWIVj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lZ ikVZl ds lkFk½ mi 'kh"kZ&03&,dy bZatu VcksZ 'kk¶V ;qfVfyVh olZu gSyhdkWIVj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lZ ikVZl ds lkFk½ mi 'kh"kZ&03&,dy bZatu VcksZ 'kk¶V ;qfVfyVh olZu gSyhdkWIVj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lZ ikVZl ds lkFk½ /
Purchase of One Single engine turbo shaft utility Helicopter (including essential apparatus and spares parts)@26-95 crore
State Scheme  - PURCHASE OF ONE SINGLE ENGINE TURBO SHAFT UTILITY HELICOPTER (INCLUDING ESSENTIAL APPARA-
TUS AND SPARES PARTS) @ 26.95 CRORE(0913)
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foLr`r 'kh"k Z&04&eksVjxkfM+;k a @ bZ a/ku / Motor Vehicles/ Fuel

40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08P505360052030440 —— —— ——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dy bZatu VcksZ 'kk¶V ;qfVfyVh olZu gSyhdkWIVj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lZ ikVZl ds lkFk½ ;ksx mi 'kh"kZ&03&,dy bZatu VcksZ 'kk¶V ;qfVfyVh olZu gSyhdkWIVj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lZ ikVZl ds lkFk½ ;ksx mi 'kh"kZ&03&,dy bZatu VcksZ 'kk¶V ;qfVfyVh olZu gSyhdkWIVj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lZ ikVZl ds lkFk½ ;ksx mi 'kh"kZ&03&,dy bZatu VcksZ 'kk¶V ;qfVfyVh olZu gSyhdkWIVj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lZ ikVZl ds lkFk½ ;ksx mi 'kh"kZ&03&,dy bZatu VcksZ 'kk¶V ;qfVfyVh olZu gSyhdkWIVj dk Ø; ¼vko';d miLdj ,oa Lis;lZ ikVZl ds lkFk½ /
Purchase of One Single engine turbo shaft utility Helicopter
(including essential apparatus and spares parts)@26-95 crore —— —— ——          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52&e'khujh rFkk miLdj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 —— ——          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60&vU; oSekfudh lsok,a ;ksx mi&eq[; 'kh"kZ&60&vU; oSekfudh lsok,a ;ksx mi&eq[; 'kh"kZ&60&vU; oSekfudh lsok,a ;ksx mi&eq[; 'kh"kZ&60&vU; oSekfudh lsok,a ;ksx mi&eq[; 'kh"kZ&60&vU; oSekfudh lsok,a /
OTHER AERONAUTICAL SERVICES —— —— ——          3,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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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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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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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8&ukxj foekuu foHkkx /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eq[; 'kh"kZ&5053&ukxj foeku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IVIL AVIATION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 TRAINING AND EDUCATION
mi 'kh"k Z&01&lksuk&lkscju mM+ku ,dsneh nqedk dh LFkkiuk mi 'kh"k Z&01&lksuk&lkscju mM+ku ,dsneh nqedk dh LFkkiuk mi 'kh"k Z&01&lksuk&lkscju mM+ku ,dsneh nqedk dh LFkkiuk mi 'kh"k Z&01&lksuk&lkscju mM+ku ,dsneh nqedk dh LFkkiuk mi 'kh"k Z&01&lksuk&lkscju mM+ku ,dsneh nqedk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Sona-Sobran flying academy Dumka

State Scheme  - ESTABLISHMENT OF SONA-SOBRAN FLYING ACADEMY DUMKA(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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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8P505380003010335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lksuk&lkscju mM+ku ,dsneh nqedk dh LFkkiuk ;ksx mi 'kh"kZ&01&lksuk&lkscju mM+ku ,dsneh nqedk dh LFkkiuk ;ksx mi 'kh"kZ&01&lksuk&lkscju mM+ku ,dsneh nqedk dh LFkkiuk ;ksx mi 'kh"kZ&01&lksuk&lkscju mM+ku ,dsneh nqedk dh LFkkiuk ;ksx mi 'kh"kZ&01&lksuk&lkscju mM+ku ,dsneh nqedk dh LFkkiuk /

Establishment of Sona-Sobran flying academy Dumka —— ——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 TRAINING AND EDUCATION
mi 'kh"kZ&02&,;jks ekWMfyax ,oa ,;jks LiVkslZ  mi 'kh"kZ&02&,;jks ekWMfyax ,oa ,;jks LiVkslZ  mi 'kh"kZ&02&,;jks ekWMfyax ,oa ,;jks LiVkslZ  mi 'kh"kZ&02&,;jks ekWMfyax ,oa ,;jks LiVkslZ  mi 'kh"kZ&02&,;jks ekWMfyax ,oa ,;jks LiVkslZ  / Aero modeling and Aero sports

State Scheme  - AERO MODELING AND AERO SPORTS(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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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08P505380003020335 —— —— ——       2,9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jks ekWMfyax ,oa ,;jks LiVkslZ ;ksx mi 'kh"kZ&02&,;jks ekWMfyax ,oa ,;jks LiVkslZ ;ksx mi 'kh"kZ&02&,;jks ekWMfyax ,oa ,;jks LiVkslZ ;ksx mi 'kh"kZ&02&,;jks ekWMfyax ,oa ,;jks LiVkslZ ;ksx mi 'kh"kZ&02&,;jks ekWMfyax ,oa ,;jks LiVkslZ /

Aero modeling and Aero sports —— —— ——       2,9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ksx y?kq 'kh"kZ&003&izf'k{k.k rFkk f'k{kk /
TRAINING AND EDUCATION —— —— ——       7,9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 —— ——       7,97,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5053&ukxj foekuu ij iwathxr ifjO;; dqy ;ksx&5053&ukxj foekuu ij iwathxr ifjO;; dqy ;ksx&5053&ukxj foekuu ij iwathxr ifjO;; dqy ;ksx&5053&ukxj foekuu ij iwathxr ifjO;; dqy ;ksx&5053&ukxj foekuu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IVIL AVIATION —— ——    1,10,00,00,000      2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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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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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x la[;k  & 08&ukxj foekuu foHkkx ek¡x la[;k  & 08&ukxj foekuu foHkkx ek¡x la[;k  & 08&ukxj foekuu foHkkx ek¡x la[;k  & 08&ukxj foekuu foHkkx ek¡x la[;k  & 08&ukxj foekuu foHkkx /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35 &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7,97,00,000
40 &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3,00,000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17,00,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2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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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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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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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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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9P242500107210317         1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         1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
Cent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Central Share-68 : State Share-28 : Society-4)
State Scheme  - REVIVAL OF SHORT TERM OF CO-OPERATIVE STRUCTURE(68:28:4)(0758)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220679 —— —— ——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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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
Cent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Central Share-68 : State Share-28 : Society-4) —— —— ——            3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Z&32&jk"Vªh; d`f"k chek ;sk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kfriwfrZ mi 'kh"kZ&32&jk"Vªh; d`f"k chek ;sk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kfriwfrZ mi 'kh"kZ&32&jk"Vªh; d`f"k chek ;sk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kfriwfrZ mi 'kh"kZ&32&jk"Vªh; d`f"k chek ;sk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kfriwfrZ mi 'kh"kZ&32&jk"Vªh; d`f"k chek ;sk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kfriwfrZ /
Compensation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320679         5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2&jk"Vªh; d`f"k chek ;sktuk vUrxZr jkT; Qly chek;ksx mi 'kh"kZ&32&jk"Vªh; d`f"k chek ;sktuk vUrxZr jkT; Qly chek;ksx mi 'kh"kZ&32&jk"Vªh; d`f"k chek ;sktuk vUrxZr jkT; Qly chek;ksx mi 'kh"kZ&32&jk"Vªh; d`f"k chek ;sktuk vUrxZr jkT; Qly chek;ksx mi 'kh"kZ&32&jk"Vªh; d`f"k chek ;sk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kfriwfrZ fuf/k dks {kfriwfrZ fuf/k dks {kfriwfrZ fuf/k dks {kfriwfrZ fuf/k dks {kfriwfrZ /
Compensation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5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Z&35&jk"Vªh; d`f"k chek ;ks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gsrq vuqnku mi 'kh"kZ&35&jk"Vªh; d`f"k chek ;ks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gsrq vuqnku mi 'kh"kZ&35&jk"Vªh; d`f"k chek ;ks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gsrq vuqnku mi 'kh"kZ&35&jk"Vªh; d`f"k chek ;ks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gsrq vuqnku mi 'kh"kZ&35&jk"Vªh; d`f"k chek ;ks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premium and other expenditure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350679          4,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5&jk"Vªh; d`f"k chek ;kstuk vUrxZr jkT; Qly chek;ksx mi 'kh"kZ&35&jk"Vªh; d`f"k chek ;kstuk vUrxZr jkT; Qly chek;ksx mi 'kh"kZ&35&jk"Vªh; d`f"k chek ;kstuk vUrxZr jkT; Qly chek;ksx mi 'kh"kZ&35&jk"Vªh; d`f"k chek ;kstuk vUrxZr jkT; Qly chek;ksx mi 'kh"kZ&35&jk"Vªh; d`f"k chek ;kstuk vUrxZr jkT; Qly chek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gsrq vuqnku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gsrq vuqnku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gsrq vuqnku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gsrq vuqnku fuf/k dks izhfe;e ,oa vU; O;;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premium and other expenditure to State Crop Insurance Fund under
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urance Scheme          4,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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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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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Z&37&ftyk lgdkjh cSadks dks d`f"k _.k ds lwn ij vuqnku mi 'kh"kZ&37&ftyk lgdkjh cSadks dks d`f"k _.k ds lwn ij vuqnku mi 'kh"kZ&37&ftyk lgdkjh cSadks dks d`f"k _.k ds lwn ij vuqnku mi 'kh"kZ&37&ftyk lgdkjh cSadks dks d`f"k _.k ds lwn ij vuqnku mi 'kh"kZ&37&ftyk lgdkjh cSadks dks d`f"k _.k ds lwn ij vuqnku /

Grant in aid for interest Agriculture Loan to District Co-operative Banks Backward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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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370679         3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7&ftyk lgdkjh cSadks dks d`f"k _.k ds lwn ij vuqnku ;ksx mi 'kh"kZ&37&ftyk lgdkjh cSadks dks d`f"k _.k ds lwn ij vuqnku ;ksx mi 'kh"kZ&37&ftyk lgdkjh cSadks dks d`f"k _.k ds lwn ij vuqnku ;ksx mi 'kh"kZ&37&ftyk lgdkjh cSadks dks d`f"k _.k ds lwn ij vuqnku ;ksx mi 'kh"kZ&37&ftyk lgdkjh cSadks dks d`f"k _.k ds lwn ij vuqnku /

Grant in aid for interest Agriculture Loan to District Co-operative

Banks Backward Classes         3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

Transport Subsidy for lifting of Fertilizer from IFFCO for LAMPS/PACS/V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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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410679         3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

Transport Subsidy for lifting of Fertilizer from IFFCO for

LAMPS/PACS/VMSS         3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Z&46&lgdkjh lfefr;ks 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6&lgdkjh lfefr;ks 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6&lgdkjh lfefr;ks 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6&lgdkjh lfefr;ks 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6&lgdkjh lfefr;ks 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 Grant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established vermes compost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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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460679         1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6&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6&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6&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6&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6&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

Grant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established vermes compost unit      1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Excel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compu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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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500679         3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Excel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computerization         3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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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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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Lahk Cultivation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550679         3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Lahk Cultivation         3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 Grant to Apex &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GRANT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6)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7620679 ——       2,40,00,000       2,40,00,000       5,1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
Grant to Apex &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       2,40,00,000       2,40,00,000       5,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 Managerial subsidy to PCCSO/LAMPS
State Scheme  - MANAGERIAL SUBSIDY TO PACS/LAMPS(0428)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52 lcflMh / Subsidies 09P242500107660652 ——         50,00,000         50,00,000            3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
Managerial subsidy to PCCSO/LAMPS ——         50,00,000         50,00,000            3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CREDIT CO-OPERATIVES       2,09,00,000       2,90,00,000       2,90,00,000       5,10,6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SUBSIDY TO NCDC AIDED SELF SUPPORTING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5)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8140679 ——         41,00,000         41,00,000         22,5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ksx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ksx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ksx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ksx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lfefr;ksa ds fy, vuqnku lfefr;ksa ds fy, vuqnku lfefr;ksa ds fy, vuqnku lfefr;ksa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         41,00,000         41,00,000         22,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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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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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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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I.C.D.P.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SUBSIDY TO ICDP DISTRICTS(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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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8170679 ——       1,20,00,000       1,20,00,000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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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I.C.D.P. financed by N.C.D.C ——       1,20,00,000       1,20,00,000         9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 Z&22&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22&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22&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22&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22&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 Grant to District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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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9P242500108220652         3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2&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22&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22&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22&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22&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

Grant to District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3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 Subsidy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SUBSIDY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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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8580679 ——       2,16,30,000       2,16,30,000       1,7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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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

Subsidy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       2,16,30,000       2,16,30,000       1,71,6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 s a dk dEI; 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 s a dk dEI; 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 s a dk dEI; 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 s a dk dEI; 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 s a dk dEI; wVjhdj.k / Computerization of DCCBs,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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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242500108590648 ——         30,00,000         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

Computerization of DCCBs,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         30,00,000         3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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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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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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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State Scheme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COMPUTERISATION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HEADQUARTER AND
REGIONAL OFFICES(0453)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8600679 ——         66,00,000         66,00,000       2,0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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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         66,00,000         66,00,000       2,03,7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
Grant to Youth and Skill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GRANTS FOR SKILL DEVELOPMENT IN CO-OPERATIVE SECTOR(0447)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8630679 ——         30,00,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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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
Grant to Youth and Skill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ve Societies ——         30,00,000         30,00,000         4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JICA for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JICA FOR SOCIETIES(0457)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8640679 ——         30,00,000          7,50,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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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JICA for Societies ——         30,00,000          7,50,000            3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 Grants for consolid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STATE SUBSIDY TO ICDP(0423)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08670679 ——         30,00,000         30,00,000         24,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
Grants for consolid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 ——         30,00,000         30,00,000         24,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OTHER CO-OPERATIVES         30,00,000       5,63,30,000       5,40,80,000       5,57,1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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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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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190&lkoZtfud {ks= ds rFkk vU; midzeks a dks lgk;rk y?kq 'kh"kZ&190&lkoZtfud {ks= ds rFkk vU; midzeks a dks lgk;rk y?kq 'kh"kZ&190&lkoZtfud {ks= ds rFkk vU; midzeks a dks lgk;rk y?kq 'kh"kZ&190&lkoZtfud {ks= ds rFkk vU; midzeks a dks lgk;rk y?kq 'kh"kZ&190&lkoZtfud {ks= ds rFkk vU; midzeks 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PUBLIC SECTOR AND OTHER UNDERTAKINGS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Head Quarter & regional Offices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190610679 ——       1,87,00,000         9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Head Quarter & regional Offices ——       1,87,00,000         9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90&lkoZtfud {ks= ds rFkk vU; midze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90&lkoZtfud {ks= ds rFkk vU; midze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90&lkoZtfud {ks= ds rFkk vU; midze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90&lkoZtfud {ks= ds rFkk vU; midzeksa dks lgk;rk ;ksx y?kq 'kh"kZ&190&lkoZtfud {ks= ds rFkk vU; midzeksa dks lgk;rk /
ASSISTANCE TO PUBLIC SECTOR AND OTHER
UNDERTAKINGS ——       1,87,00,000         97,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77&dks&vkWisjsfVo f'k{kk y?kq 'kh"kZ&277&dks&vkWisjsfVo f'k{kk y?kq 'kh"kZ&277&dks&vkWisjsfVo f'k{kk y?kq 'kh"kZ&277&dks&vkWisjsfVo f'k{kk y?kq 'kh"kZ&277&dks&vkWisjsfVo f'k{kk  / CO-OPERATIVE EDUCATION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 a es 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 a es 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 a es 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 a es 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 a es a lnL; f'k{kk gsrq vuqnku / Information, Extension, Seminar, Training
and member education in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GRANT TO CTIS AND VARIOUS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IEC, TRAINING AND DOCUMENTANTION
FOR PROMOTION OF CO-OPERATIVE RELATED ACTIVITIES(0448)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09P242500277240321         11,85,600         45,00,000         45,00,000         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
Information, Extension, Seminar,Training and member education in
Co-operative Societies.         11,85,600         45,00,000         45,00,000         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77&dks&vkWisjsfVo f'k{kk ;ksx y?kq 'kh"kZ&277&dks&vkWisjsfVo f'k{kk ;ksx y?kq 'kh"kZ&277&dks&vkWisjsfVo f'k{kk ;ksx y?kq 'kh"kZ&277&dks&vkWisjsfVo f'k{kk ;ksx y?kq 'kh"kZ&277&dks&vkWisjsfVo f'k{kk /
CO-OPERATIVE EDUCATION         11,85,600         45,00,000         45,00,000         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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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d`f"k chek ;kstukUrxZr izhfe;e ,oa vU; O;; gsrq vqunku mi 'kh"kZ&04&d`f"k chek ;kstukUrxZr izhfe;e ,oa vU; O;; gsrq vqunku mi 'kh"kZ&04&d`f"k chek ;kstukUrxZr izhfe;e ,oa vU; O;; gsrq vqunku mi 'kh"kZ&04&d`f"k chek ;kstukUrxZr izhfe;e ,oa vU; O;; gsrq vqunku mi 'kh"kZ&04&d`f"k chek ;kstukUrxZr izhfe;e ,oa vU; O;; gsrq vqunku /
Grants for premium and other expenditure under Agriculture Insurance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09P242500789040646          2,5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4&d`f"k chek ;kstukUrxZr izhfe;e ,oa vU; O;; gsrq vqunku ;ksx mi 'kh"kZ&04&d`f"k chek ;kstukUrxZr izhfe;e ,oa vU; O;; gsrq vqunku ;ksx mi 'kh"kZ&04&d`f"k chek ;kstukUrxZr izhfe;e ,oa vU; O;; gsrq vqunku ;ksx mi 'kh"kZ&04&d`f"k chek ;kstukUrxZr izhfe;e ,oa vU; O;; gsrq vqunku ;ksx mi 'kh"kZ&04&d`f"k chek ;kstukUrxZr izhfe;e ,oa vU; O;; gsrq vqunku /
Grants for premium and other expenditure under Agriculture Insurance     2,5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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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SUBSIDY TO NCDC AIDED SELF SUPPORTING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5)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140679 ——         27,00,000         2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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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14&,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4&,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4&,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4&,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4&,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         27,00,000         27,00,000         1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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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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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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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I.C.D.P.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SUBSIDY TO ICDP DISTRICTS(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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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09P242500789170646         30,00,000 —— ——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170679 ——         80,00,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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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I.C.D.P. financed by N.C.D.C         30,00,000         80,00,000         80,00,000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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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mi 'kh"kZ&1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mi 'kh"kZ&1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mi 'kh"kZ&1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mi 'kh"kZ&1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farmers for compensation of Crop under Agriculture Insurance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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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09P242500789180646         27,40,12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ksx mi 'kh"kZ&1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ksx mi 'kh"kZ&1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ksx mi 'kh"kZ&1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ksx mi 'kh"kZ&18&d`f"k chek ;kstukUrxZr fdlkuksa dh Qlyksa dh {kfriwfrZ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farmers for compensation of Crop under

Agriculture Insurance Scheme         27,40,12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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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9P242500789210317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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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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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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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
Cent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Central Share-68 : State Share-28 : Society-4)
State Scheme  - REVIVAL OF SHORT TERM OF CO-OPERATIVE STRUCTURE(68:28:4)(0758)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220679 —— —— ——            2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
Cent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Central Share-68 : State Share-28 : Society-4) —— —— ——            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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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
Information, Extension, Seminar, Training and member's education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GRANT TO CTIS AND VARIOUS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IEC, TRAINING AND DOCUMENTANTION
FOR PROMOTION OF CO-OPERATIVE RELATED ACTIVITIES(0448)
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foLr`r 'kh"k Z&03&iz'kklfud O;; /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09P242500789240321 ——         30,00,000         30,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
Information, Extension, Seminar, Training and member's education
Co-operative Societies ——         30,00,000         30,00,000         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 vuqnku mi 'kh"k 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 vuqnku mi 'kh"k 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 vuqnku mi 'kh"k 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 vuqnku mi 'kh"k 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 vuqnku / Assistance grants to Co-operative Training Centre Deoghar/Ranchi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290679 ——         1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 vuqnku ;ksx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 vuqnku ;ksx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 vuqnku ;ksx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 vuqnku ;ksx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 vuqnku /
Assistance grants to Co-operative Training Centre Deoghar/Ranchi ——         1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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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
Grants in aid for compensation on interest for short terms loans to Centranal Cooperative bank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350679         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ksx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ksx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ksx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ksx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lwn ij {kfriwfrZ vuqnku lwn ij {kfriwfrZ vuqnku lwn ij {kfriwfrZ vuqnku lwn ij {kfriwfrZ vuqnku /
Grants in aid for compensation on interest for short terms loans to
Centranal Cooperative bank         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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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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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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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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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

Transport subsidy fir lifting of Fertilier from IFFCO for LAMPS/PACS/V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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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410679         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

Transport subsidy fir lifting of Fertilier from IFFCO for

LAMPS/PACS/VMSS         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42&{ks=h; dk;kZy;ks a ds fy, Hkou fuekZ.k mi 'kh"k Z&42&{ks=h; dk;kZy;ks a ds fy, Hkou fuekZ.k mi 'kh"k Z&42&{ks=h; dk;kZy;ks a ds fy, Hkou fuekZ.k mi 'kh"k Z&42&{ks=h; dk;kZy;ks a ds fy, Hkou fuekZ.k mi 'kh"k Z&42&{ks=h; dk;kZy;ks a ds fy, Hkou fuekZ.k / Building Contruction to DCCB Agricultral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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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420679       1,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2&{ks=h; dk;kZy;ksa ds fy, Hkou fuekZ.k ;ksx mi 'kh"kZ&42&{ks=h; dk;kZy;ksa ds fy, Hkou fuekZ.k ;ksx mi 'kh"kZ&42&{ks=h; dk;kZy;ksa ds fy, Hkou fuekZ.k ;ksx mi 'kh"kZ&42&{ks=h; dk;kZy;ksa ds fy, Hkou fuekZ.k ;ksx mi 'kh"kZ&42&{ks=h; dk;kZy;ksa ds fy, Hkou fuekZ.k /

Building Contruction to DCCB Agricultral offices       1,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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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lgdkjh lfefr;ks a es 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6&lgdkjh lfefr;ks a es 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6&lgdkjh lfefr;ks a es 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6&lgdkjh lfefr;ks a es 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6&lgdkjh lfefr;ks a es 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 Grant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established ver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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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460679          9,92,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6&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6&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6&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6&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6&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

Grant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established vermes          9,92,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dk s dEI;qVhdj.k gsr 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dk s dEI;qVhdj.k gsr 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dk s dEI;qVhdj.k gsr 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dk s dEI;qVhdj.k gsr 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dk s dEI;qVhdj.k gsr q vuqnku / Subsidy to Excel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compu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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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500679         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 a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 a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 a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 a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 a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Excel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computerization         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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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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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Lahk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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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9P242500789550652         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Lahk Cultivation         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56&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56&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56&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56&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56&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 Grant to District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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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9P242500789560652         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6&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56&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56&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56&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56&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

Grant to District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2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 Subsidy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SUBSIDY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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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580679 ——       1,44,20,000       1,44,20,000       1,1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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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

Subsidy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       1,44,20,000       1,44,20,000       1,14,4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

Computerization of DCCBs,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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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590679 ——         22,00,000         2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

Computerization of DCCBs,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         22,00,000         2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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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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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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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State Scheme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COMPUTERISATION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HEADQUARTER AND
REGIONAL OFFICES(0453)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600679 ——         44,00,000         44,00,000       1,35,8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         44,00,000         44,00,000       1,35,8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Head Quarter & regional Offices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610679 ——       1,25,00,000         6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Head Quarter & regional Offices ——       1,25,00,000         6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 Grant to Apex &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GRANT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6)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620679 ——       1,60,00,000       1,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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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
Grant to Apex &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       1,60,00,000       1,60,00,000       3,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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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
Grant to Youth and Skill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GRANTS FOR SKILL DEVELOPMENT IN CO-OPERATIVE SECTOR(0447)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6306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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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
Grant to Youth and Skill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ve Societies ——         20,00,000         20,00,000         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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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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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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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JICA for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JICA FOR SOCIETIES(0457)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640679 ——         20,00,000          5,00,000            2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JICA for Societies ——         20,00,000          5,00,000            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 Managerial subsidy  to PCCSO/LAMPS
State Scheme  - MANAGERIAL SUBSIDY TO PACS/LAMPS(0428)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660679 ——         26,00,000         26,00,000            2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
Managerial subsidy  to PCCSO/LAMPS ——         26,00,000         26,00,000            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s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s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s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s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s lgk;d vuqnku / Grants for consolid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STATE SUBSIDY TO ICDP(0423)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89670679 ——         20,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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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s lgk;d vuqnku /
Grants for consolid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 ——         20,00,000         20,00,000         1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2,99,82,120       7,28,20,000       6,53,20,000       7,31,8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01&lgdkfjrk izf'k{k.k dsUnz jk aph dks lqn`<+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01&lgdkfjrk izf'k{k.k dsUnz jk aph dks lqn`<+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01&lgdkfjrk izf'k{k.k dsUnz jk aph dks lqn`<+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01&lgdkfjrk izf'k{k.k dsUnz jk aph dks lqn`<+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01&lgdkfjrk izf'k{k.k dsUnz jk aph dks lqn`<+hdj.k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Strengthing Cooperative Training Institute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09P242500796010646         7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lgdkfjrk izf'k{k.k dsUnz jkaph dks lqn`<+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01&lgdkfjrk izf'k{k.k dsUnz jkaph dks lqn`<+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01&lgdkfjrk izf'k{k.k dsUnz jkaph dks lqn`<+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01&lgdkfjrk izf'k{k.k dsUnz jkaph dks lqn`<+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01&lgdkfjrk izf'k{k.k dsUnz jkaph dks lqn`<+hdj.k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Strengthing Cooperative Training Institute         7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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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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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SUBSIDY TO NCDC AIDED SELF SUPPORTING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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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09P242500796140646         41,79,000 —— ——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140679 ——         67,00,000         67,00,000         3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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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ksx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ksx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ksx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ksx mi 'kh"kZ&14&,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lfefr;ksa ds fy, vuqnku lfefr;ksa ds fy, vuqnku lfefr;ksa ds fy, vuqnku lfefr;ksa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41,79,000         67,00,000         67,00,000         37,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 Grants for I.C.D.P.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SUBSIDY TO ICDP DISTRICTS(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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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170679 ——       2,00,00,000       2,00,00,000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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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ksx mi 'kh"kZ&17&,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vuqnku  fy, vuqnku  fy, vuqnku  fy, vuqnku  fy, vuqnku  /

Grants for I.C.D.P. financed by N.C.D.C ——       2,00,00,000       2,00,00,000       1,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ts'ku mi 'kh"k Z&21&dsUnzh; 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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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09P242500796210317         2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ts'ku ;ksx mi 'kh"kZ&21&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         25,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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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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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

Cent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Central Share-68 : State Share-28 : Society-4)

State Scheme  - REVIVAL OF SHORT TERM OF CO-OPERATIVE STRUCTURE(68:28:4)(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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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2206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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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ksx mi 'kh"kZ&22&lgdkjh lfefr;ksa dks dsUnzh; foÙkh; lgk;rk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¼dsUnzka'k&68 % jkT;ka'k&28 % lfefr&4½ /

Central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Central Share-68 : State Share-28 : Society-4) —— —— ——            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Information, extension, seminar, Training and Member's education in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GRANT TO CTIS AND VARIOUS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IEC, TRAINING AND DOCUMENTANTION

FOR PROMOTION OF CO-OPERATIVE RELATED ACTIVITIES(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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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09P242500796240646         21,88,800 —— ——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240679 ——         75,00,000         7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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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ksx mi 'kh"kZ&24&lwpuk] izlkj] lsfeukj] izf'k{k.k ,oa lgdkjh lfefr;ksa esa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lnL; f'k{kk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Information, extension, seminar, Training and Member's

education in Co-operative Societies         21,88,800         75,00,000         75,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rk vuqnku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rk vuqnku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rk vuqnku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rk vuqnku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rk vuqnku / Assistance grants to Co-operative Training Centre Deoghar/Ran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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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09P242500796290646         15,00,000 —— ——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290679 ——         16,00,000         16,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rk vuqnku ;ksx mi 'kh"kZ&29&lgdkfjrk izf'k{k.k dsUnz nso?kj @ jkaph dks lgk;rk vuqnku /

Assistance grants to Co-operative Training Centre Deoghar/Ranchi       15,00,000         16,00,000         16,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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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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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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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

Grants in aid for compensation on interest for short terms loans to Centranal Co-operativ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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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350679         5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ksx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ksx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ksx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ksx mi 'kh"kZ&35&dsUnzh; lgdkjh cSadksa }kjk vYi dkyhu _.k ds rgr

lwn ij {kfriwfrZ vuqnku lwn ij {kfriwfrZ vuqnku lwn ij {kfriwfrZ vuqnku lwn ij {kfriwfrZ vuqnku lwn ij {kfriwfrZ vuqnku /

Grants in aid for compensation on interest for short terms loans to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         5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

Transport subsidy fir lifting of Fertilier from IFFCO for LAMPS/PACS/V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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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410679         5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1&ySEil@iSDl@ O;kikj eaMyksa dks moZjd mBko gsrq vuqnku /

Transport subsidy fir lifting of Fertilier from IFFCO for

LAMPS/PACS/VMSS         5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44&{ks=h; dk;kZy;ks a ds fy, Hkou fuekZ.k mi 'kh"k Z&44&{ks=h; dk;kZy;ks a ds fy, Hkou fuekZ.k mi 'kh"k Z&44&{ks=h; dk;kZy;ks a ds fy, Hkou fuekZ.k mi 'kh"k Z&44&{ks=h; dk;kZy;ks a ds fy, Hkou fuekZ.k mi 'kh"k Z&44&{ks=h; dk;kZy;ks a ds fy, Hkou fuekZ.k / Building Contruction to DCCB Agricultral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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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440679       3,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4&{ks=h; dk;kZy;ksa ds fy, Hkou fuekZ.k ;ksx mi 'kh"kZ&44&{ks=h; dk;kZy;ksa ds fy, Hkou fuekZ.k ;ksx mi 'kh"kZ&44&{ks=h; dk;kZy;ksa ds fy, Hkou fuekZ.k ;ksx mi 'kh"kZ&44&{ks=h; dk;kZy;ksa ds fy, Hkou fuekZ.k ;ksx mi 'kh"kZ&44&{ks=h; dk;kZy;ksa ds fy, Hkou fuekZ.k /

Building Contruction to DCCB Agricultral offices       3,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47&lgdkjh lfefr;ks 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7&lgdkjh lfefr;ks 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7&lgdkjh lfefr;ks 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7&lgdkjh lfefr;ks 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mi 'kh"kZ&47&lgdkjh lfefr;ks 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 Grant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established vermes compost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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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470679         2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47&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7&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7&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7&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ksx mi 'kh"kZ&47&lgdkjh lfefr;ksa esa ojeh dEiksLV ;wfuV [kksyus gsrq vuqnku /

Grant to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established vermes compost unit      2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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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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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mi 'kh"k Z&50&mRd`"B lgdkjh lfefr;k s 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Excel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compu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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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500679         49,9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0&mRd`"B lgdkjh lfefr;ksa dks dEI;qVhdj.k gsrq vuqnku /

Subsidy to Excel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or computerization         49,9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52&eq[;ky; Lrj ij la;qDr lgdkfjrk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mi 'kh"kZ&52&eq[;ky; Lrj ij la;qDr lgdkfjrk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mi 'kh"kZ&52&eq[;ky; Lrj ij la;qDr lgdkfjrk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mi 'kh"kZ&52&eq[;ky; Lrj ij la;qDr lgdkfjrk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mi 'kh"kZ&52&eq[;ky; Lrj ij la;qDr lgdkfjrk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

Subsidy for co-operative departmental combined building at head qu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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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520679       2,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2&eq[;ky; Lrj ij la;qDr lgdkfjrk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2&eq[;ky; Lrj ij la;qDr lgdkfjrk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2&eq[;ky; Lrj ij la;qDr lgdkfjrk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2&eq[;ky; Lrj ij la;qDr lgdkfjrk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2&eq[;ky; Lrj ij la;qDr lgdkfjrk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

Subsidy for co-operative departmental combined building at

head quarter       2,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mi 'kh"k Z&55&ykg d`f"k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Lahk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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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9P242500796550652         5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55&ykg d`f"k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Lahk Cultivation         5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6&dsUn 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56&dsUn 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56&dsUn 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56&dsUn 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mi 'kh"k Z&56&dsUn zh; lgdkjh cS adk s a dk Hkou fuek Z.k / Grants to District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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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lcflMh / Subsidies 09P242500796560652         5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6&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56&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56&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56&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ksx mi 'kh"kZ&56&dsUnzh; lgdkjh cSadksa dk Hkou fuekZ.k /

Grants to District Central Co-operative Banks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50,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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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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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mi 'kh"k 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lfClMh / Subsidy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SUBSIDY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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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580679 ——       3,60,50,000       3,60,50,000       2,8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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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ksx mi 'kh"kZ&58&,s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lfClMh /

Subsidy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       3,60,50,000       3,60,50,000       2,86,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 s a dk dEI; 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 s a dk dEI; 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 s a dk dEI; 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 s a dk dEI; wVjhdj.k mi 'kh"k 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 s a dk dEI; wVjhdj.k / Computerization of DCCBs,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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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590679 ——         54,00,000         5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ksx mi 'kh"kZ&59&Mh-lh-lh-ch- lgdkjh lfefr;ks a dk dEI;wVjhdj.k /

Computerization of DCCBs,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         54,00,000         5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State Scheme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COMPUTERISATION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HEADQUARTER AND

REGIONAL OFFICES(0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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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600679 ——       1,10,00,000       1,10,00,000       3,39,5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0&lgdkjh lfefr;ksa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and regional  Offices ——       1,10,00,000       1,10,00,000       3,39,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mi 'kh"k Z&61&eq[;ky; vkSj {ks=h; dk;kZy;ks 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 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Head Quarter & regional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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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610679 ——       3,13,00,000       1,63,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ksx mi 'kh"kZ&61&eq[;ky; vkSj {ks=h; dk;kZy;ksa ds baÝkLVªDpj MsoyiesaV /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Head Quarter & regional Offices ——       3,13,00,000       1,63,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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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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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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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mi 'kh"k 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 a ds fy, vuqnku / Grant to Apex &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GRANT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6)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620679 ——       4,00,00,000       4,00,00,000       8,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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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ksx mi 'kh"kZ&62&,isDl vkSj vU; lgdkjh lfefr;ksa ds fy, vuqnku /
Grant to Apex &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       4,00,00,000       4,00,00,000       8,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
Grant to Youth and Skill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GRANTS FOR SKILL DEVELOPMENT IN CO-OPERATIVE SECTOR(0447)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630679 ——         50,00,000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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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ksx mi 'kh"kZ&63&lgdkjh lfefr;ksa ds ek/;e ls ;qok vkSj dkS'ky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fodkl ds fy, vuqnku /
Grant to Youth and Skill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ve Societies ——         50,00,000         50,00,000         7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mi 'kh"k 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JICA for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FINANCIAL ASSISTANCE FROM JICA FOR SOCIETIES(0457)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640679 ——         50,00,000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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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ksx mi 'kh"kZ&64&lkslk;Vh ds fy, ts-vkbZ-lh-,- ds fy, foÙkh; lgk;rk /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JICA for Societies ——         50,00,000         12,50,000            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mi 'kh"k Z&66&iSDlks@yS aEil ds izca/kdh; vuqnku / Managerial subsidy to PCCSO/LAMPS
State Scheme  - MANAGERIAL SUBSIDY TO PACS/LAMPS(0428)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660679 ——         50,00,000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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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ksx mi 'kh"kZ&66&iSDlks@ySaEil ds izca/kdh; vuqnku /
Managerial subsidy to PCCSO/LAMPS ——         50,00,000         50,00,000            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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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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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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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mi 'kh"k 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 Grants for consolid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STATE SUBSIDY TO ICDP(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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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09P242500796670679 ——         50,00,000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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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ksx mi 'kh"kZ&67&lesfdr lgdkjh fodkl ifj;kstuk ds fy, lgk;d vuqnku /

Grants for consolid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 ——         50,00,000         50,00,000         4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9,48,57,800      17,95,50,000      16,08,00,000      18,19,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425&lgdkfjrk dqy ;ksx&2425&lgdkfjrk dqy ;ksx&2425&lgdkfjrk dqy ;ksx&2425&lgdkfjrk dqy ;ksx&2425&lgdkfjrk / CO-OPERATION      14,99,25,520      36,09,00,000      32,34,00,000      36,3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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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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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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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4425&lgdkfjr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O-OPERATION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 INVESTMENTS IN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iq ath esa va'knku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iq ath esa va'knku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iq ath esa va'knku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iq ath esa va'knku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iq ath esa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operative Ban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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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107070648         6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iqa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iqa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iqa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iqa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iqath esa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operative Bank Ltd.         6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 INVESTMENTS IN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SHARE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S SOCIETIES(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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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107130648 ——         55,00,000         55,00,000         12,3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         55,00,000         55,00,000         12,3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7&ØsfMV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
INVESTMENTS IN CREDIT COOPERATIVES         60,00,000         55,00,000         55,00,000         12,3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 INVESTMENTS IN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ds fy, fgLlkiw ¡th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ds fy, fgLlkiw ¡th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ds fy, fgLlkiw ¡th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ds fy, fgLlkiw ¡th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ds fy, fgLlkiw ¡th /

Share Capital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SHARE  CAPITAL TO ICDP DISTRICTS(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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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108020648 ——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ds fy, fgLlkiw ¡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ds fy, fgLlkiw ¡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ds fy, fgLlkiw ¡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ds fy, fgLlkiw ¡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ds fy, fgLlkiw ¡th /

Share Capital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 INVESTMENTS IN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 Lac Procurement and Marketing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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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108030648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 Lac

Procurement and Marketing Union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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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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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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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4425&lgdkfjr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O-OPERATION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 INVESTMENTS IN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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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108060648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esa fuos'k /
INVESTMENTS IN OTHER COOPERATIVES         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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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 a dks fgLlk iw¡th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 a dks fgLlk iw¡th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 a dks fgLlk iw¡th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 a dks fgLlk iw¡th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 a dks fgLlk iw¡th /

Share Capital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for Districts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SHARE  CAPITAL TO ICDP DISTRICTS(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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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89020648 —— —— ——         80,00,000
78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09P442500789020678 ——         80,00,000         8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a dks fgLlk iw¡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a dks fgLlk iw¡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a dks fgLlk iw¡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a dks fgLlk iw¡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a dks fgLlk iw¡th /

Share Capital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for Districts ——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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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 Lac Procurement and Marketing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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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89030648          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 Lac

Procurement and Marketing Union          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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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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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89060648          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          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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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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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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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4425&lgdkfjr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O-OPER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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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j[k.M LVsV dks&vkiWjsfVo cSad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mi 'kh"kZ&10&>kj[k.M LVsV dks&vkiWjsfVo cSad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mi 'kh"kZ&10&>kj[k.M LVsV dks&vkiWjsfVo cSad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mi 'kh"kZ&10&>kj[k.M LVsV dks&vkiWjsfVo cSad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mi 'kh"kZ&10&>kj[k.M LVsV dks&vkiWjsfVo cSad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operativ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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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89100648         4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kj[k.M LVsV dks&vkiWjsfVo cSad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10&>kj[k.M LVsV dks&vkiWjsfVo cSad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10&>kj[k.M LVsV dks&vkiWjsfVo cSad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10&>kj[k.M LVsV dks&vkiWjsfVo cSad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10&>kj[k.M LVsV dks&vkiWjsfVo cSad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operative Bank         4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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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SHARE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S SOCIETIES(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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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89130648 ——         37,00,000         37,00,000          8,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         37,00,000         37,00,000          8,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50,00,000       1,17,00,000       1,17,00,000         88,2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mi 'kh"k 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 a dks fgLlk iw ¡th mi 'kh"k 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 a dks fgLlk iw ¡th mi 'kh"k 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 a dks fgLlk iw ¡th mi 'kh"k 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 a dks fgLlk iw ¡th mi 'kh"k 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 a dks fgLlk iw ¡th / Share Capital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for Districts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SHARE  CAPITAL TO ICDP DISTRICTS(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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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96020648 ——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a dks fgLlk iw¡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a dks fgLlk iw¡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a dks fgLlk iw¡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a dks fgLlk iw¡th ;ksx mi 'kh"kZ&02&,uŒlhŒMhŒlhŒ lEiksf"kr vkbZŒlhŒMhŒihŒ ftyksa dks fgLlk iw¡th /

Share Capital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for Districts ——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 Lac Procurement and Marketing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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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96030648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03&>kj[k.M jkT; lgdkjh ykg foi.ku ,oa vkgj.k la?k lehfr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 Lac

Procurement and Marketing Union         10,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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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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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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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4425&lgdkfjr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O-OPER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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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96060648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ksx mi 'kh"kZ&06&>kj[k.M jkT; y?kq ouksit foi.ku ,oa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fodkl lgdkjh la?k ¼>kYdksQsM½ dks fgLLkk iwath esa va'knku /         1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operative Bank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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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96070648       1,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ksx mi 'kh"kZ&07&>kj[k.M LVsV dks&vkWijsfVo cSad fy0 ds fy, fgLlk iw¡th esa va'knku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operative Bank Ltd.       1,00,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mi 'kh"k Z&09&>kj[k.M jkT; lgdkjh la?k ds fy, fgLlk iw ¡th es a mi 'kh"k Z&09&>kj[k.M jkT; lgdkjh la?k ds fy, fgLlk iw ¡th es a mi 'kh"k Z&09&>kj[k.M jkT; lgdkjh la?k ds fy, fgLlk iw ¡th es a mi 'kh"k Z&09&>kj[k.M jkT; lgdkjh la?k ds fy, fgLlk iw ¡th es a mi 'kh"k Z&09&>kj[k.M jkT; lgdkjh la?k ds fy, fgLlk iw ¡th es a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operative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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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96090648         2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kj[k.M jkT; lgdkjh la?k ds fy, fgLlk iw¡th esa ;ksx mi 'kh"kZ&09&>kj[k.M jkT; lgdkjh la?k ds fy, fgLlk iw¡th esa ;ksx mi 'kh"kZ&09&>kj[k.M jkT; lgdkjh la?k ds fy, fgLlk iw¡th esa ;ksx mi 'kh"kZ&09&>kj[k.M jkT; lgdkjh la?k ds fy, fgLlk iw¡th esa ;ksx mi 'kh"kZ&09&>kj[k.M jkT; lgdkjh la?k ds fy, fgLlk iw¡th esa /

Share capital to Jharkhand State Co-operative Federation         25,0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State Scheme  - SHARE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S SOCIETIES(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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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va'knku / Contributions 09P442500796130648 ——         93,00,000         93,00,000         20,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ksx mi 'kh"kZ&13&,isDl ,oa vU; lgdkjh lfefr;ksa dks fgLlk iw-th va'knku /

Share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Apex and Other Co-operative Societies ——         93,00,000         93,00,000         20,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 PLAN       1,45,00,000       2,93,00,000       2,93,00,000       2,20,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425&lgdkfjr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25&lgdkfjr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25&lgdkfjr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25&lgdkfjrk ij iwathxr ifjO;; dqy ;ksx&4425&lgdkfjrk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CO-OPERATION       2,75,00,000       5,85,00,000       5,85,00,000       4,41,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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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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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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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6425&lgdkfjrk ds fy, dtZ  / LOANS FOR CO-OPERATION

y?kq 'kh"kZ&107&tek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7&tek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7&tek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7&tek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7&tek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 LOANS TO CREDIT COOPERATIVES
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o-operative Banks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09P642500107160763 —— ——       1,21,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o-operative Banks —— ——       1,21,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7&tek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
LOANS TO CREDIT COOPERATIVES —— ——       1,21,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 LOANS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 /
Loan to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LOAN  TO NCDC AIDED SELF SUPPORTING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4)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09P642500108020763 ——         49,00,000         49,00,000         67,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gdkjh lfefr;ksa ds fy, _.k /
Loan to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         49,00,000         49,00,000         67,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 LOANS TO OTHER COOPERATIVES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  / Loan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LOAN TO ICDP DISTRICTS(0782)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09P642500108080763 ——       2,70,00,000       2,70,00,000       2,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 /
Loan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       2,70,00,000       2,70,00,000       2,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ksx y?kq 'kh"kZ&108&vU; lgdkjh lfefr;ksa dks dtZ /
LOANS TO OTHER COOPERATIVES ——       3,19,00,000       3,19,00,000       3,37,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 /
Loan to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LOAN  TO NCDC AIDED SELF SUPPORTING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4)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09P642500789020763 ——         33,00,000         33,00,000         4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 /

Loan to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         33,00,000         33,00,000         4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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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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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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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6425&lgdkfjrk ds fy, dtZ  / LOANS FOR CO-OPERATION

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 / Loan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LOAN TO ICDP DISTRICTS(0782)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09P642500789080763 ——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 /
Loan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       1,80,00,000       1,80,00,000       1,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y?kq 'kh"k Z&789&vuqlwfpr tkfr;ks 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o-operative Banks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09P642500789160763 —— ——         9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o-operative Banks —— ——         9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s fo'ks"k ?kVd ;kstuk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       2,13,00,000       3,03,00,000       2,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 /
Loan to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LOAN  TO NCDC AIDED SELF SUPPORTING CO-OPERATIVE SOCIETIES(0454)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09P642500796020763 ——         83,00,000         83,00,000       1,12,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ksx mi 'kh"kZ&02&,uŒ lhŒ MhŒ lhŒ lEiksf"kr ;kstukUrZr

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LokyEch lgdkjh lfefr;ksa ds fy, _.k /
Loan to self dependent Co-operative societies financed by N.C.D.C. ——         83,00,000         83,00,000       1,12,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 / Loan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State Scheme  - INTEGRAT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JECTS LOAN TO ICDP DISTRICTS(0782)
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foLr`r 'kh"k Z&07&vU; O;; / Other Expenditure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09P642500796080763 ——       4,50,00,000       4,50,00,000       4,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ksx mi 'kh"kZ&08&jk"Vªh; lgdkjh fodkl fuxe lEiksf"kr

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vkbZŒ lhŒ MhŒ ihŒ ds fy, _.k /
Loan to I.C.D.P. financed by N.C.D.C. ——       4,50,00,000       4,50,00,000       4,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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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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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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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eq[; 'kh"kZ&6425&lgdkfjrk ds fy, dtZ  / LOANS FOR CO-OPER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mi 'kh"k Z&16&lgdkjh cS adk s a dk dEI;wVjkb Z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o-operative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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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09P642500796160763 —— ——       2,0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ksx mi 'kh"kZ&16&lgdkjh cSadksa dk dEI;wVjkbZts'ku /

Computerisation of Co-operative Banks —— ——       2,05,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       5,33,00,000       7,38,00,000       5,62,5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6425&lgdkfjrk ds fy, dtZdqy ;ksx&6425&lgdkfjrk ds fy, dtZdqy ;ksx&6425&lgdkfjrk ds fy, dtZdqy ;ksx&6425&lgdkfjrk ds fy, dtZdqy ;ksx&6425&lgdkfjrk ds fy, dtZ /

LOANS FOR CO-OPERATION ——      10,65,00,000      14,81,00,000      11,2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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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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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x la[;k  & 09&lgdkfjrk foHkkx ek¡x la[;k  & 09&lgdkfjrk foHkkx ek¡x la[;k  & 09&lgdkfjrk foHkkx ek¡x la[;k  & 09&lgdkfjrk foHkkx ek¡x la[;k  & 09&lgdkfjrk foHkkx / Co-operative Department

21 &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35,00,000
48 & va'knku / Contributions        4,41,00,000
52 & lcflMh / Subsidies             30,000
63 &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1,25,00,000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35,98,7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5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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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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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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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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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2059&yksd fuekZ.k dk;Z  / PUBLIC WORKS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 MAINTENACE AND REPAIRS
mi 'kh"k Z&13&fo|qr dk;Z ize.My ds vUrxZr iw athxr ejEefr mi 'kh"k Z&13&fo|qr dk;Z ize.My ds vUrxZr iw athxr ejEefr mi 'kh"k Z&13&fo|qr dk;Z ize.My ds vUrxZr iw athxr ejEefr mi 'kh"k Z&13&fo|qr dk;Z ize.My ds vUrxZr iw athxr ejEefr mi 'kh"k Z&13&fo|qr dk;Z ize.My ds vUrxZr iw athxr ejEefr / Capital Maintence Work under Electirc Works Division

State Scheme  - CAPITAL MAINTENANCE WORK UNDER ELECTRIC WORKS DIVISION(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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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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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10P205980102130543       4,74,58,620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3&fo|qr dk;Z ize.My ds vUrxZr iwathxr ejEefr ;ksx mi 'kh"kZ&13&fo|qr dk;Z ize.My ds vUrxZr iwathxr ejEefr ;ksx mi 'kh"kZ&13&fo|qr dk;Z ize.My ds vUrxZr iwathxr ejEefr ;ksx mi 'kh"kZ&13&fo|qr dk;Z ize.My ds vUrxZr iwathxr ejEefr ;ksx mi 'kh"kZ&13&fo|qr dk;Z ize.My ds vUrxZr iwathxr ejEefr /

Capital Maintence Work under Electirc Works Division       4,74,58,620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 MAINTENACE AND REPAIRS
mi 'kh"kZ&14&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ubZ ;kstuk mi 'kh"kZ&14&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ubZ ;kstuk mi 'kh"kZ&14&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ubZ ;kstuk mi 'kh"kZ&14&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ubZ ;kstuk mi 'kh"kZ&14&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ubZ ;kstuk /

Renovation of Old Buildings under Electric Works Division, Dhanbad-New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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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10P205980102140544         29,38,400         1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4&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ubZ ;kstuk ;ksx mi 'kh"kZ&14&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ubZ ;kstuk ;ksx mi 'kh"kZ&14&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ubZ ;kstuk ;ksx mi 'kh"kZ&14&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ubZ ;kstuk ;ksx mi 'kh"kZ&14&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ubZ ;kstuk /

Renovation of Old Buildings under Electric Works Division,

Dhanbad-New Scheme         29,38,400         10,00,000         10,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ksx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ksx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ksx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ksx y?kq 'kh"kZ&102&vuqj{k.k vkSj ejEefr /
MAINTENACE AND REPAIRS       5,03,97,020       5,10,00,000       5,1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5,03,97,020       5,10,00,000       5,1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059&yksd fuekZ.k dk;Z dqy ;ksx&2059&yksd fuekZ.k dk;Z dqy ;ksx&2059&yksd fuekZ.k dk;Z dqy ;ksx&2059&yksd fuekZ.k dk;Z dqy ;ksx&2059&yksd fuekZ.k dk;Z / PUBLIC WORKS       5,03,97,020       5,10,00,000       5,1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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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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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2801&fctyh  / POWER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 HYDEL GENERATION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Rural Electrification - Grants for Rajiv Gandhi Rural Electrification Scheme(Central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State Scheme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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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280101789020763 ——       6,00,00,000         84,00,000 ——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0P280101789020870       1,14,57,034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Rural Electrification - Grants for Rajiv Gandhi Rural Electrification

Scheme (Central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1,14,57,034       6,00,00,000         8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 Rural Electrification

State Scheme  - RURAL ELECTRIFICATION(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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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0P280101789100679      16,03,45,752 —— ——       3,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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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 Rural Electrification      16,03,45,752 —— ——       3,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s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s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s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s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sj sLV fDy;js al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

State Scheme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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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280101789120763 —— —— ——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 —— —— ——         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17,18,02,786       6,00,00,000         84,00,000       4,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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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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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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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2801&fctyh  / POWER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 HYDEL GENERATION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Rural Electrification - Grants for Rajiv Gandhi Rural Electrification Scheme(Central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State Scheme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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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280101796020763 ——      13,00,00,000       1,82,00,000 ——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0P280101796020870       2,48,23,575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Rural Electrification - Grants for Rajiv Gandhi Rural Electrification

Scheme (Central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2,48,23,575      13,00,00,000       1,82,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 Rural Electrification

State Scheme  - RURAL ELECTRIFICATION(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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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0P280101796100679      34,74,15,795 —— ——       7,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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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 Rural Electrification      34,74,15,795 —— ——       7,8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s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s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s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s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sj sLV fDy;js al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

State Scheme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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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280101796120763 —— —— ——       1,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 —— —— ——       1,3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37,22,39,370      13,00,00,000       1,82,00,000       9,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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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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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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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2801&fctyh  / POWER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 HYDEL GENERATION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Rural Electrification - Grants for Rajiv Gandhi Rural Electrification Scheme (Central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State Scheme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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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280101800020763 ——      31,00,00,000       4,34,00,000 ——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0P280101800020870       5,91,94,679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ksx mi 'kh"kZ&02&xzkeh.k fo|qrhdj.k & jktho xk¡/kh xzkeh.k fo|qrhdj.k ;kstuk gsrq vuqnku ¼dsUnzka'k&90 % jkT;ka'k&10½ /

Rural Electrification - Grants for Rajiv Gandhi Rural Electrification

Scheme (Central Share -90 : State Share -10)       5,91,94,679      31,00,00,000       4,34,00,000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mi 'kh"k Z&10&xzkeh.k fo|qrhdj.k / Rural Electrification

State Scheme  - RURAL ELECTRIFICATION(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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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0P280101800100679      82,84,53,051 —— ——      18,6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ksx mi 'kh"kZ&10&xzkeh.k fo|qrhdj.k / Rural Electrification      82,84,53,051 —— ——      18,6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W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W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W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Wj sLV fDy;js al mi 'kh"k Z&12&vkj-th-th-Hkh-okb Z- ;k stukUrxZr QkWj sLV fDy;js al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

State Scheme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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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280101800120763 —— —— ——       3,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ksx mi 'kh"kZ&12&vkj-th-th-Hkh-okbZ- ;kstukUrxZr QksjsLV fDy;js al /

Forest Clearance under RGGVY Scheme —— —— ——       3,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88,76,47,730      31,00,00,000       4,34,00,000      21,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ksx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ksx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ksx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ksx mi&eq[; 'kh"kZ&01&gkbMy mRiknu / HYDEL GENERATION    1,43,16,89,886      50,00,00,000       7,00,00,000      3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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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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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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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2801&fctyh  / POWER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mi 'kh"k Z&01&xk s"Bh ,oa lEesyu&ubZ ;k stuk mi 'kh"k Z&01&xk s"Bh ,oa lEesyu&ubZ ;k stuk mi 'kh"k Z&01&xk s"Bh ,oa lEesyu&ubZ ;k stuk mi 'kh"k Z&01&xk s"Bh ,oa lEesyu&ubZ ;k stuk mi 'kh"k Z&01&xk s"Bh ,oa lEesyu&ubZ ;k stuk / Seminar Conference-New Scheme

State Scheme  - SEMINAL CONFERENCE(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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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10P280180001010321 ——          2,00,000          2,00,000          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xks"Bh ,oa lEesyu&ubZ ;kstuk ;ksx mi 'kh"kZ&01&xks"Bh ,oa lEesyu&ubZ ;kstuk ;ksx mi 'kh"kZ&01&xks"Bh ,oa lEesyu&ubZ ;kstuk ;ksx mi 'kh"kZ&01&xks"Bh ,oa lEesyu&ubZ ;kstuk ;ksx mi 'kh"kZ&01&xks"Bh ,oa lEesyu&ubZ ;kstuk /

Seminar Conference-New Scheme ——          2,00,000          2,00,000          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ksx y?kq 'kh"kZ&001&funs'ku rFkk iz'kklu /
DIR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          2,00,000          2,00,000          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 Z&10&ts-,l-bZ-vkj-lh- dks u;h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mi 'kh"k Z&10&ts-,l-bZ-vkj-lh- dks u;h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mi 'kh"k Z&10&ts-,l-bZ-vkj-lh- dks u;h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mi 'kh"k Z&10&ts-,l-bZ-vkj-lh- dks u;h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mi 'kh"k Z&10&ts-,l-bZ-vkj-lh- dks u;h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Construction of New Building to JSERC

State Scheme  - CONSTRUCTION OF NEW BUILDING  FOR J.S.E.R.C.(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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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0P280180796100679 ——       5,00,00,000 ——       5,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10&ts-,l-bZ-vkj-lh- dks u;h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10&ts-,l-bZ-vkj-lh- dks u;h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10&ts-,l-bZ-vkj-lh- dks u;h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10&ts-,l-bZ-vkj-lh- dks u;h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ksx mi 'kh"kZ&10&ts-,l-bZ-vkj-lh- dks u;h Hkou fuekZ.k gsrq vuqnku /

Grants-in-Aid for Construction of New Building to JSERC ——       5,00,00,000 ——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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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07&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iksVZ Vq ldlslj dEiuh vkWQ tsŒ ,lŒ bZŒ chŒ ds fy;s vuqnku mi 'kh"kZ&07&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iksVZ Vq ldlslj dEiuh vkWQ tsŒ ,lŒ bZŒ chŒ ds fy;s vuqnku mi 'kh"kZ&07&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iksVZ Vq ldlslj dEiuh vkWQ tsŒ ,lŒ bZŒ chŒ ds fy;s vuqnku mi 'kh"kZ&07&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iksVZ Vq ldlslj dEiuh vkWQ tsŒ ,lŒ bZŒ chŒ ds fy;s vuqnku mi 'kh"kZ&07&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iksVZ Vq ldlslj dEiuh vkWQ tsŒ ,lŒ bZŒ chŒ ds fy;s vuqnku /

Advisory and other Works (including new technique) Grants for support to successor company of J.S.E.B.

State Scheme  - RE-STRUCTURING OF JSEB AND SUPPORT TO SUCCESSOR COMPANIES(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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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0P280180800070679    2,07,47,47,200    1,15,00,00,000    1,15,00,00,000    1,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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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iksVZ Vq ldlslj dEiuh vkWQ tsŒ ,lŒ bZŒ chŒ ds fy;s vuqnku ;ksx mi 'kh"kZ&07&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iksVZ Vq ldlslj dEiuh vkWQ tsŒ ,lŒ bZŒ chŒ ds fy;s vuqnku ;ksx mi 'kh"kZ&07&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iksVZ Vq ldlslj dEiuh vkWQ tsŒ ,lŒ bZŒ chŒ ds fy;s vuqnku ;ksx mi 'kh"kZ&07&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iksVZ Vq ldlslj dEiuh vkWQ tsŒ ,lŒ bZŒ chŒ ds fy;s vuqnku ;ksx mi 'kh"kZ&07&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iksVZ Vq ldlslj dEiuh vkWQ tsŒ ,lŒ bZŒ chŒ ds fy;s vuqnku /

Advisory and other Works (including new technique)

Grants for support to successor company of J.S.E.B.    2,07,47,47,200    1,15,00,00,000    1,15,00,00,000    1,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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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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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2801&fctyh  / POWER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08&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 ,uthZ bQf'k;Ulh dUtjos'ku @ ijke'khZ ,oa vU; dk;Z mi 'kh"kZ&08&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 ,uthZ bQf'k;Ulh dUtjos'ku @ ijke'khZ ,oa vU; dk;Z mi 'kh"kZ&08&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 ,uthZ bQf'k;Ulh dUtjos'ku @ ijke'khZ ,oa vU; dk;Z mi 'kh"kZ&08&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 ,uthZ bQf'k;Ulh dUtjos'ku @ ijke'khZ ,oa vU; dk;Z mi 'kh"kZ&08&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 ,uthZ bQf'k;Ulh dUtjos'ku @ ijke'khZ ,oa vU; dk;Z /

Advisory and other Works (including new technique) Energy efficiency conservation/Advisory and other works

State Scheme  - ENERGY CONSERVATION/ CONSULTANCY  AND OTHER WORKS(0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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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0P280180800080679       2,40,44,960       4,00,00,000       4,00,00,000       5,00,00,000
¼,deq'r fudklh ds ctk; fu;fer O;; fd;k tk; /Regular expenditure be made instead of lump-sum one time drawal)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8&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 ,uthZ bQf'k;Ulh dUtjos'ku @ ijke'khZ ,oa vU; dk;Z ;ksx mi 'kh"kZ&08&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 ,uthZ bQf'k;Ulh dUtjos'ku @ ijke'khZ ,oa vU; dk;Z ;ksx mi 'kh"kZ&08&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 ,uthZ bQf'k;Ulh dUtjos'ku @ ijke'khZ ,oa vU; dk;Z ;ksx mi 'kh"kZ&08&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 ,uthZ bQf'k;Ulh dUtjos'ku @ ijke'khZ ,oa vU; dk;Z ;ksx mi 'kh"kZ&08&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 ,uthZ bQf'k;Ulh dUtjos'ku @ ijke'khZ ,oa vU; dk;Z /

Advisory and other Works (including new technique)

Energy efficiency conservation/Advisory and other works       2,40,44,960       4,00,00,000       4,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mi 'kh"kZ&09&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VsV yksM fMLiSp lsUVj gsrq vuqnku mi 'kh"kZ&09&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VsV yksM fMLiSp lsUVj gsrq vuqnku mi 'kh"kZ&09&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VsV yksM fMLiSp lsUVj gsrq vuqnku mi 'kh"kZ&09&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VsV yksM fMLiSp lsUVj gsrq vuqnku mi 'kh"kZ&09&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VsV yksM fMLiSp lsUVj gsrq vuqnku /

Advisory and other Works (including new technique) Grants for state load dispatch centre

State Scheme  - STATE LOAD DISPATCH CENTRE (SLDC)(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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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0P280180800090679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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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VsV yksM fMLiSp lsUVj gsrq vuqnku ;ksx mi 'kh"kZ&09&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VsV yksM fMLiSp lsUVj gsrq vuqnku ;ksx mi 'kh"kZ&09&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VsV yksM fMLiSp lsUVj gsrq vuqnku ;ksx mi 'kh"kZ&09&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VsV yksM fMLiSp lsUVj gsrq vuqnku ;ksx mi 'kh"kZ&09&ijke'khZ ,oa vU; dk;Z ¼ubZ rduhd lfgr½ LVsV yksM fMLiSp lsUVj gsrq vuqnku /

Advisory and other Works (including new technique)

Grants for state load dispatch centre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ksx y?kq 'kh"kZ&800&vU; O;; / OTHER EXPENDITURE    2,14,87,92,160    1,24,00,00,000    1,24,00,00,000    1,6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ksx mi&eq[; 'kh"kZ&80&lkekU; / GENERAL    2,14,87,92,160    1,29,02,00,000    1,24,02,00,000    1,65,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801&fctyh dqy ;ksx&2801&fctyh dqy ;ksx&2801&fctyh dqy ;ksx&2801&fctyh dqy ;ksx&2801&fctyh / POWER    3,58,04,82,046    1,79,02,00,000    1,31,02,00,000    2,00,0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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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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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2810&uohu vkSj uohdj.kh; ÅtkZ  /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y?kq 'kh"k Z&101&fxzM ikLifjd izHkkodkjh vkSj forfjr uohdj.kh; fo|qr y?kq 'kh"k Z&101&fxzM ikLifjd izHkkodkjh vkSj forfjr uohdj.kh; fo|qr y?kq 'kh"k Z&101&fxzM ikLifjd izHkkodkjh vkSj forfjr uohdj.kh; fo|qr y?kq 'kh"k Z&101&fxzM ikLifjd izHkkodkjh vkSj forfjr uohdj.kh; fo|qr y?kq 'kh"k Z&101&fxzM ikLifjd izHkkodkjh vkSj forfjr uohdj.kh; fo|qr  /
GIRD INTERACTIVE AND DISTRIBUTED RENEWABLE POWER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to JREDA Non Conventional Sources of Energy (Running Scheme)
State Scheme  - JREDA PROGRAMME(0268)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46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10P281000101020646 —— ——         99,00,000 ——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0P281000101020679      30,00,00,000      15,00,00,000       5,5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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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to JREDA Non Conventional Sources
of Energy (Running Scheme)      30,00,00,000      15,00,00,000       6,49,50,000      1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101&fxzM ikLifjd izHkkodkjh vkSj forfjr uohdj.kh; fo|qr     /
GIRD INTERACTIVE AND DISTRIBUTED
RENEWABLE POWER      30,00,00,000      15,00,00,000       6,49,50,000      15,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to JREDA Non Conventional Sources of Energy (Running Scheme)
State Scheme  - JREDA PROGRAMME(0268)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0P281000789020679      25,00,00,000      12,50,00,000       4,50,50,000      1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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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to JREDA Non Conventional Sources
of Energy (Running Scheme)      25,00,00,000      12,50,00,000       4,50,50,000      1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25,00,00,000      12,50,00,000       4,50,50,000      1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to JREDA Non Conventional Sources of Energy (Running Scheme)
State Scheme  - JREDA PROGRAMME(0268)
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foLr`r 'kh"k Z&06&vuqnku / Grants

79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10P281000796020679      45,00,00,000      22,50,00,000       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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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ksx mi 'kh"kZ&02&uohu vkSj uohdj.kh; ÅtkZ L=ksr gsrq tzsMk dks lgk;d vuqnku /
Grants-in-aid to JREDA Non Conventional Sources
of Energy (Running Scheme)      45,00,00,000      22,50,00,000       9,00,00,000      2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TRIBAL AREAS SUB-PLAN      45,00,00,000      22,50,00,000       9,00,00,000      22,5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2810&uohu vkSj uohdj.kh; ÅtkZ dqy ;ksx&2810&uohu vkSj uohdj.kh; ÅtkZ dqy ;ksx&2810&uohu vkSj uohdj.kh; ÅtkZ dqy ;ksx&2810&uohu vkSj uohdj.kh; ÅtkZ dqy ;ksx&2810&uohu vkSj uohdj.kh; ÅtkZ /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1,00,00,00,000      50,00,00,000      20,00,00,000      5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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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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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mi&eq[; 'kh"kZ&01&dk;kZy; Hkoumi&eq[; 'kh"kZ&01&dk;kZy; Hkoumi&eq[; 'kh"kZ&01&dk;kZy; Hkoumi&eq[; 'kh"kZ&01&dk;kZy; Hkou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y?kq 'kh"k 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mi 'kh"kZ&60&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mi 'kh"kZ&60&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mi 'kh"kZ&60&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mi 'kh"kZ&60&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mi 'kh"kZ&60&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 /

Renovation of old Building under Electric Works Division Dhanbad

State Scheme  - RENOVATION OF OLD BUILDINGS UNDER ELECTRIC WORKS DIVISION DHANBAD(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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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10P405901051600544 ——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60&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ksx mi 'kh"kZ&60&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ksx mi 'kh"kZ&60&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ksx mi 'kh"kZ&60&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ksx mi 'kh"kZ&60&fo|qr dk;Z ize.My] /kuckn ds vUrxZr iqjkus Hkouksa dk th.kksZ)kj /

Renovation of old Building under Electric Works Division Dhanbad ——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051&fuekZ.k;ksx y?kq 'kh"kZ&051&fuekZ.k;ksx y?kq 'kh"kZ&051&fuekZ.k;ksx y?kq 'kh"kZ&051&fuekZ.k;ksx y?kq 'kh"kZ&051&fuekZ.k / CONSTRUCTION ——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ksx mi&eq[; 'kh"kZ&01&dk;kZy; Hkou / OFFICE BUILDINGS ——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dqy ;ksx&4059&yksd fuekZ.k dk;Z ij iwathxr ifjO;; /

CAPITAL OUTLAY ON PUBLIC WORKS —— —— ——         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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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 Major/Minor/Sub Head Bill Code  Actual Budget Estimate  Revised     Estimate Budge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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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6801&fctyh ifj;kstukvksa ds fy, dtZ  / LOANS FOR POWER PROJECTS

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 / HYDEL GENERATION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 /

Loan Distribution to JSEB for annual develpoment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DISTRIBUTION (ANNUAL DEVELOPMENT PROGRAM)(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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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201090763      74,40,00,000      93,00,00,000      62,00,00,000      6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fodkl dk;ZØe gsrq _`.kfodkl dk;ZØe gsrq _`.kfodkl dk;ZØe gsrq _`.kfodkl dk;ZØe gsrq _`.k /

Loan Distribution to JSEB for annual develpoment programme      74,40,00,000      93,00,00,000      62,00,00,000      6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 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 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 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 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  / HYDEL GENERATION
mi 'kh"k Z&24&izn w"k.k fu;a=.k mik;mi 'kh"k Z&24&izn w"k.k fu;a=.k mik;mi 'kh"k Z&24&izn w"k.k fu;a=.k mik;mi 'kh"k Z&24&izn w"k.k fu;a=.k mik;mi 'kh"k Z&24&izn w"k.k fu;a=.k mik; /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State Scheme  - GENERATION(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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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201240763 ——      25,00,00,000       5,00,00,000      39,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24&iznw"k.k fu;a=.k mik;;ksx mi 'kh"kZ&24&iznw"k.k fu;a=.k mik;;ksx mi 'kh"kZ&24&iznw"k.k fu;a=.k mik;;ksx mi 'kh"kZ&24&iznw"k.k fu;a=.k mik;;ksx mi 'kh"kZ&24&iznw"k.k fu;a=.k mik; / Pollution Control Measures ——      25,00,00,000       5,00,00,000      39,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1&iu&fctyh mRiknu / HYDEL GENERATION     74,40,00,000    1,18,00,00,000      67,00,00,000    1,01,85,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02&rki fo|qr mRiknu y?kq 'kh"kZ&202&rki fo|qr mRiknu y?kq 'kh"kZ&202&rki fo|qr mRiknu y?kq 'kh"kZ&202&rki fo|qr mRiknu y?kq 'kh"kZ&202&rki fo|qr mRiknu  /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mi 'kh"k Z&01&dksy CykWd ,oa ikoj IykUV&ubZ ;kstukmi 'kh"k Z&01&dksy CykWd ,oa ikoj IykUV&ubZ ;kstukmi 'kh"k Z&01&dksy CykWd ,oa ikoj IykUV&ubZ ;kstukmi 'kh"k Z&01&dksy CykWd ,oa ikoj IykUV&ubZ ;kstukmi 'kh"k Z&01&dksy CykWd ,oa ikoj IykUV&ubZ ;kstuk / Coal Blocks and Power Plant-New Scheme

State Scheme  - NEW PROJECT (COAL BLOCKS - POWER PLANT)(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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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202010763      34,96,50,000       1,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dksy CykWd ,oa ikoj IykUV&ubZ ;kstuk;ksx mi 'kh"kZ&01&dksy CykWd ,oa ikoj IykUV&ubZ ;kstuk;ksx mi 'kh"kZ&01&dksy CykWd ,oa ikoj IykUV&ubZ ;kstuk;ksx mi 'kh"kZ&01&dksy CykWd ,oa ikoj IykUV&ubZ ;kstuk;ksx mi 'kh"kZ&01&dksy CykWd ,oa ikoj IykUV&ubZ ;kstuk /

Coal Blocks and Power Plant-New Scheme      34,96,50,000       1,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2&rki fo|qr mRiknu;ksx y?kq 'kh"kZ&202&rki fo|qr mRiknu;ksx y?kq 'kh"kZ&202&rki fo|qr mRiknu;ksx y?kq 'kh"kZ&202&rki fo|qr mRiknu;ksx y?kq 'kh"kZ&202&rki fo|qr mRiknu /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34,96,50,000       1,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205&lapj.k rFkk forj.k y?kq 'kh"kZ&205&lapj.k rFkk forj.k y?kq 'kh"kZ&205&lapj.k rFkk forj.k y?kq 'kh"kZ&205&lapj.k rFkk forj.k y?kq 'kh"kZ&205&lapj.k rFkk forj.k  /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mi 'kh"k Z&23&mi 'kh"k Z&23&mi 'kh"k Z&23&mi 'kh"k Z&23&mi 'kh"k Z&23&jhŒLVªDpjjhŒLVªDpjjhŒLVªDpjjhŒLVªDpj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 ,-ih-Mh-vkj-ih- Hkkx&ch ,-ih-Mh-vkj-ih- Hkkx&ch ,-ih-Mh-vkj-ih- Hkkx&ch ,-ih-Mh-vkj-ih- Hkkx&ch / R-APDRP Par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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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205230763 ——      15,50,00,000       9,30,00,000    1,2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 Z&23&;ksx mi 'kh"k Z&23&;ksx mi 'kh"k Z&23&;ksx mi 'kh"k Z&23&;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jhŒLVªDpjjhŒLVªDpjjhŒLVªDpj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 ,-ih-Mh-vkj-ih- Hkkx&ch ,-ih-Mh-vkj-ih- Hkkx&ch ,-ih-Mh-vkj-ih- Hkkx&ch ,-ih-Mh-vkj-ih- Hkkx&ch / R-APDRP Part-B ——      15,50,00,000       9,30,00,000    1,2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205&lapj.k rFkk forj.k;ksx y?kq 'kh"kZ&205&lapj.k rFkk forj.k;ksx y?kq 'kh"kZ&205&lapj.k rFkk forj.k;ksx y?kq 'kh"kZ&205&lapj.k rFkk forj.k;ksx y?kq 'kh"kZ&205&lapj.k rFkk forj.k /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      15,50,00,000       9,30,00,000    1,2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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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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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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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6801&fctyh ifj;kstukvksa ds fy, dtZ  / LOANS FOR POWER PROJECTS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 /

Credit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under Re-Structure A.P.D.R.P.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0P680100789010870       3,34,2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jhŒLVªDpj ,-ih-Mh-vkj-ih-jhŒLVªDpj ,-ih-Mh-vkj-ih-jhŒLVªDpj ,-ih-Mh-vkj-ih-jhŒLVªDpj ,-ih-Mh-vkj-ih- /

Credit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under

Re-Structure A.P.D.R.P.       3,34,2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 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 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 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 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 / Loans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for training

State Scheme  - TRANSMISSION(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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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789030763      43,06,59,840      67,90,56,000      67,90,56,000      28,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 /

Loans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for training      43,06,59,840      67,90,56,000      67,90,56,000      28,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 /

Loan Distribution to JSEB for annual develpoment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DISTRIBUTION (ANNUAL DEVELOPMENT PROGRAM)(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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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789090763      14,40,00,000      18,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 /

Loan Distribution to JSEB for annual develpoment programme      14,40,00,000      18,00,00,000      12,00,00,000      1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 / R-APDRP Par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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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789230763 ——       3,00,00,000       1,80,00,000      2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 /

R-APDRP Part-B ——       3,00,00,000       1,80,00,000      24,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ksx y?kq 'kh"kZ&789&vuqlwfpr tkfr;ksa ds fy, fo'ks"k ?kVd ;kstuk /
SPECIAL COMPONENT PLAN FOR SCHEDULED CASTES      60,80,79,840      88,90,56,000      81,70,56,000      64,2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kstuk O;; ¼foLr`r½ PLAN EXPENDITU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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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mi&e q[;@y? k q @mi&' k h " k k Z f n 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foi= dk sM 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o k Lr f od h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i qujh f{ kr vu qeku 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vk;&O;;d vu qe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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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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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6801&fctyh ifj;kstukvksa ds fy, dtZ  / LOANS FOR POWER PROJECTS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OTHER LOANS TO ELECTRICITY BOARDS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 /

Credit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under Re-Structure A.P.D.R.P.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0P680100796010870       7,24,1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ŒLVªDpj ,-ih-Mh-vkj-ih- /

Credit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under

Re-Structure A.P.D.R.P.       7,24,1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OTHER LOANS TO ELECTRICITY BOARDS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 / Loans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State Scheme  - TRANSMISSION(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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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796030763      93,30,96,320    1,47,12,88,000    1,47,12,88,000      61,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 /

Loans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93,30,96,320    1,47,12,88,000    1,47,12,88,000      61,1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OTHER LOANS TO ELECTRICITY BOARDS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 /

Loan Distribution to JSEB for annual develpoment programme

State Scheme  - DISTRIBUTION (ANNUAL DEVELOPMENT PROGRAM)(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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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796090763      31,20,00,000      39,00,00,000      26,00,00,000      2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ksx mi 'kh"kZ&09&>kj[k.M jkT; fo|qr cksMZ dks okf"kZd

fodkl dk;ZØe gsrq _`.kfodkl dk;ZØe gsrq _`.kfodkl dk;ZØe gsrq _`.kfodkl dk;ZØe gsrq _`.kfodkl dk;ZØe gsrq _`.k /

Loan Distribution to JSEB for annual develpoment programme      31,20,00,000      39,00,00,000      26,00,00,000      26,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OTHER LOANS TO ELECTRICITY BOARDS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 / R-APDRP Par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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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796230763 ——       6,50,00,000       3,90,00,000      5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ksx mi 'kh"k Z&23&jhŒLVªDpj ,-ih-Mh-vkj-ih- Hkkx&ch / R-APDRP Part-B ——       6,50,00,000       3,90,00,000      52,0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ksx y?kq 'kh"kZ&796&tutkrh; {ks=h; mi;kstuk /
OTHER LOANS TO ELECTRICITY BOARDS    1,31,75,06,320    1,92,62,88,000    1,77,02,88,000    1,39,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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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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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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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k¡x la[;k&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eq[; 'kh"kZ&6801&fctyh ifj;kstukvksa ds fy, dtZ  / LOANS FOR POWER PROJECTS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  / OTHER LOANS TO ELECTRICITY BOARDS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LV¦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LV¦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LV¦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LV¦dpj ,-ih-Mh-vkj-ih-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LV¦dpj ,-ih-Mh-vkj-ih- /

Credit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under Re-Structure A.P.D.R.P.

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foLr`r 'kh"k Z&08&ys[kk lek;k stu / Accounting Adjustment

70 jkT;ka'k / State Contribution 10P680100800010870      17,26,7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ksx mi 'kh"kZ&01&>kj[k.M jkT; fo|qr cksMZ dks m/kkj

jh&LV¦dpj ,-ih-Mh-vkj-ih-jh&LV¦dpj ,-ih-Mh-vkj-ih-jh&LV¦dpj ,-ih-Mh-vkj-ih-jh&LV¦dpj ,-ih-Mh-vkj-ih-jh&LV¦dpj ,-ih-Mh-vkj-ih- /

Credit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under

Re-Structure A.P.D.R.P.      17,26,70,000 —— —— ——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 / OTHER LOANS TO ELECTRICITY BOARDS
mi 'kh"k 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 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 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 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mi 'kh"k 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 / Loans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for transmission

State Scheme  - TRANSMISSION(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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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10P680100800030763    2,22,50,75,840    3,50,84,56,000    3,50,84,56,000    1,45,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ksx mi 'kh"kZ&03&>kj[k.M jkT; fo|qr cksMZ dks lapj.k gsrq _.k /

Loans to Jharkhand State Electricity Board for transmission    2,22,50,75,840    3,50,84,56,000    3,50,84,56,000    1,45,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ksx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ksx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ksx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ksx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ksx y?kq 'kh"kZ&800&fo|qr cksMksZa ds fy, vU; dtZ /
OTHER LOANS TO ELECTRICITY BOARDS    2,39,77,45,840    3,50,84,56,000    3,50,84,56,000    1,45,70,00,000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μ

dqy ;ksx&6801&fctyh ifj;kstukvksa ds fy, dtZdqy ;ksx&6801&fctyh ifj;kstukvksa ds fy, dtZdqy ;ksx&6801&fctyh ifj;kstukvksa ds fy, dtZdqy ;ksx&6801&fctyh ifj;kstukvksa ds fy, dtZdqy ;ksx&6801&fctyh ifj;kstukvksa ds fy, dtZ /

LOANS FOR POWER PROJECTS    5,41,69,82,000    7,66,88,00,000    6,86,88,00,000    5,94,8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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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x la[;k  & 10&ÅtkZ foHkkx ek¡x la[;k  & 10&ÅtkZ foHkkx ek¡x la[;k  & 10&ÅtkZ foHkkx ek¡x la[;k  & 10&ÅtkZ foHkkx ek¡x la[;k  & 10&ÅtkZ foHkkx / Energy Department

21 &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5,00,000
43 &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        5,00,00,000
44 &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10,00,000
63 &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5,99,85,00,000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2,45,00,00,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8,5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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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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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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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 osru / Salary     1,81,17,54,000
03 & etnwjh / Wages     1,36,15,89,000
06 & iqjLdkj / Rewards          95,00,000
07 & izf'k{k.k HkÙkk / Training Allowances        4,47,50,000
08 & lafonk HkÙkk / Contractual Allowances        8,27,06,000
09 & ekuns; / Honorarium       56,40,40,000
10 & 15-11-2000 ds iwoZ dk cdk;k osrukfn / Arrear Pay before 15.11.2000          20,41,000
12 & ,y- Vh- lh- / L.T.C.          29,08,000
13 & ns'kh; ;k=k O;; / Domestic Travel Exp.        1,79,56,000
14 & fons'k ;k=k O;; / Foreign Travels Exp.          50,00,000
15 & dk;kZy; O;; / Office Expenses       16,72,50,000
16 & fdjk;k] njsa] dj / Rents, Rates, Taxes        1,10,42,000
17 & e'khujh ,oa midj.k / Machinery and Equipments     1,54,20,92,000
18 & izdk'ku / Publication        6,15,50,000
19 & eqnz.k / Printing        3,68,50,000
20 & esyk ,oa iznZ'kuh / Fair and Showrooms        6,34,17,000
21 & izpkj@izlkj@lsfeukj / Advertisement/Seminar       20,01,80,000
22 & vU; iz'kklfud O;; / O.A.E.       26,86,77,000
23 & vkiwfÙkZ ,oa lkexzh / Supplies and Materials    10,94,07,05,000
28 & foKkiu vkSj izpkj / Advertising and Publicity        1,61,00,000
29 & O;olkf;d lsok,a / Professional Services       22,94,54,000
31 & ijke'khZ 'kqYd / Consulting Fees       23,19,82,000
32 & iqLrdky; / Library        2,04,44,000
33 & nwjHkk"k / Telephone          61,41,000
34 & onhZ / Uniform          23,17,000
35 & izf'k{k.k O;; / Training Expenditure       67,21,81,000
36 & nok HkaMkj / Medicine Store       64,41,00,000
37 & fo|qr O;; / Electricity Expenditure        4,02,87,000
39 & j[k&j[kko ,oa ejEer / Repairing and Maintenance        3,71,10,000
40 & ubZ eksVjxkM+h dk Ø; / Purchase of New M.V.        4,01,00,000
41 & eksVj okgu / Motor Vehicle          75,26,000
42 & eksVjxkM+h bZa/ku ,oa ejEefr / Fuel and Repairing of M.V.        1,59,47,000
43 &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lkexz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Material)     1,01,67,25,000
44 & y?kq fuekZ.k dk;Z / Minor Works     2,93,16,44,000
45 & eq[; fuekZ.k dk;Z / Major Works    60,73,19,92,000
46 & lgk;rk vuqnku lkekU; ¼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Salary)     2,15,51,05,000
48 & va'knku / Contributions       19,81,00,000
49 & vkfFkZd lgk;rk / Cash Relief     4,36,90,20,000
50 & Nk=òfÙk@othQk / Scholarships/ Stipend     3,27,57,55,000
51 & eqvkotk / Compensation        1,00,00,000
52 & lcflMh / Subsidies     5,04,88,40,000
54 & ,deq'r izko/kku / Lump sum Provision     2,48,72,66,000
55 & mpar / Suspense           1,05,000
58 & dj@'kqYd / Taxes/Duties        1,50,00,000
59 & vU; O;; / Other Charges     5,92,87,9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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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 fof/k izHkkj / Legal Expenses          76,00,000
61 & ØhMk izksRlkgu / Insentive for Games        3,52,00,000
62 & fuos'k / Investments        5,00,00,000
63 & _.k ,oa vfxze / Loans and Advances     7,42,22,19,000
74 & vuq'kaflr jkf'k / Approval Amount       30,00,00,000
76 & vuqj{k.k] ejEefr ,oa lqlTthdj.k ¼etnwjh½ / Repairing, Maintenance and Furnishing (Wages)          13,80,000
78 & iwath ifjlEifÙk ds l̀tu gsrq vuqnku / Grants for creation of Capital Assets     6,37,51,77,000
79 & lgk;rk vuqnku lkekU; ¼xSj&osru½ / Grants in Aid General (Non-Salary)    37,83,60,40,000
80 & ewY;kadu / Evaluation        1,25,00,000
81 & lwpuk] lapkj ,oa lapj.k lsok,a / ICT Services       44,00,00,000
82 & losZ{k.k / Survey        5,83,49,000
83 & 15-11-2000 ds ckn dk cdk;k osru / Arrear Pay after 15.11.2000          86,31,000
84 & LFkkukUrj.k ;k=k O;; / Transfer Travel Expenditure          12,25,000
85 & fpfdRlk izfriwfÙkZ / Medical Reimbursement          20,37,000

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dqy ;ksx / Grand Total:  1,59,87,64,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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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