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Rrhlx<+ foèkku lHkk lfpoky; 

 

jk;iqj] cq/kokj] fnukad 15 fnlEcj] 2021 ¼vxzgk;.k 24] 1943½ 

 

Øekad&11989@fo-l-@foèkku@2021- ― NRrhlx<+ fo/kku lHkk dh izfØ;k rFkk dk;Z lapkyu laca/kh 

fu;ekoyh ds fu;e 64 ds mica/kksa ds ikyu esa flxjsV vkSj vU; rackdw mRikn ¼foKkiu dk izfr"ks/k vkSj O;kikj rFkk 

okf.kT;] mRiknu] iznk; vkSj forj.k dk fofu;eu½ ¼NRrhlx<+ la'kks/ku½ fo/ks;d] 2021 ¼Øekad 11 lu~ 2021½ tks 

cq/kokj] fnukad 15 fnlEcj] 2021 dks iqj%LFkkfir gqvk gS] dks tulk/kkj.k dh lwpuk ds fy;s izdkf'kr fd;k tkrk 

g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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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¼pUæ 'ks[kj xaxjkM+s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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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rhlx<+ fo/ks;d 
¼Ø- 11 lu~ 2021½ 

 

flxjsV vkSj vU; rackdw mRikn ¼foKkiu dk izfr"ks/k vkSj O;kikj 
rFkk okf.kT;] mRiknu] iznk; vkSj forj.k dk fofu;eu½ 

¼NRrhlx<+ la'kks/ku½ fo/ks;d] 2021 
 

  NRrhlx<+ jkT; dks ykxw gq, :Ik esa flxjsV vkSj vU; rackdw 

mRikn ¼foKkiu dk izfr"ks/k vkSj O;kikj rFkk okf.kT;] mRiknu] iznk; vkSj 

forj.k dk fofu;eu½ vf/kfu;e] 2003 ¼2003 dk la- 34½ dks vkSj la'kksf/kr 

djus gsrq fo/ks;dA 

 

      Hkkjr x.kjkT; ds cgRrjosa o"kZ esa NRrhlx<+ fo/kku e.My }kjk 

fuEufyf[kr :Ik ls ;g vf/kfu;fer gks %& 

 

laf{kIr uke 
vkSj izkjaHk- 

1- ¼1½  ;g vf/kfu;e flxjsV vkSj vU; rackdw mRikn ¼foKkiu dk 

izfr"ks/k vkSj O;kikj rFkk okf.kT;] mRiknu] iznk; vkSj forj.k 

dk fofu;eu½ ¼NRrhlx<+ la'kks/ku½  vf/kfu;e] 2021 

dgyk;sxk- 

¼2½   ;g jkti= esa blds izdk'ku dh rkjh[k ls izo`Rr gksxkA 

   

 

/kkjk 3 dk 
la'kks/ku- 

2- flxjsV vkSj vU; rackdw mRikn ¼foKkiu dk izfr"ks/k vkSj O;kikj 

rFkk okf.kT;] mRiknu] iznk; vkSj forj.k dk fofu;eu½ vf/kfu;e] 

2003 ¼2003 dk la- 34½ ¼tks blesa blds Ik'pkr~ ewy vf/kfu;e ds 

:Ik esa fufnZ"V gS½ dh /kkjk 3 ds [k.M ¼³½ ds Ik'pkr~] fuEufyf[kr 

vUr%LFkkfir fd;k tk;s] vFkkZr~ %& 

^^¼³³½ ^^gqDdk ckj^^ ls vfHkizsr gS ,d ,slk izfr"Bku] tgka yksx 

rackdw ds lkFk /kwzeiku djus ds fy;s ,df=r gksrs gSa 

vkSj@;k fdlh lkeqnkf;d gqDdk ;k ujfxy ¼xM+xM+k½ 

ls dksbZ vU; Lokn] tks O;fDrxr vkSj@;k lkewfgd :Ik 

ls] iznk; fd;k tkrk gSA^^ 
   

vf/kfu;e 
¼2003 dk la- 
34½ esa uohu 
/kkjk 4d ,oa 
4[k dk 
vUr%LFkkiu- 

3- ewy vf/kfu;e dh /kkjk 4 ds Ik'pkr~] fuEufyf[kr tksM+k tk;s]                 

vFkkZr~ %& 



“4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4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12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1)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 ”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13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13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4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12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2003
"ठठ ठठ. 394)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13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2003 6.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21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34)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214ठ

ठठठ 214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24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4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

ठ

21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4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2003 7.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27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39)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27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27ठ. ठठठठ 4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4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2003 (2003 ठठ ठठ. 34)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2003 (2003 ठठ ठठ. 34)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2003 (2003 ठठ ठठ

34)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 (ठठ )

ठठठठठठ 4 ठठठठठठठ, 2021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2003 ठठ ठठठठ 3, ठठठठ 4, ठठठठ

12, ठठठठ 13, ठठठठ 21 ठठठ ठठठठ 27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3.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
ठठ -

(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1)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4.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30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30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12.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1)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

ठठठठ

'

(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13.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1)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

(2) ठठठठठठ (1) ठठ ठठठ (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21.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1)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 4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

(2)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1973 (1974 ठठ 2)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27.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1973 (1974 ठठ 2)
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 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ठठ ठठठ


